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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資料中心揭密 



美商雲端科技(Cloudmosa)簡介 

• 由沈修平博士創建於2009年創立 
 

• 主要產品為Puffin雲端瀏覽器， 

全球累計接近1億下載量 
 

• 2015年完成A輪五億台幣募資， 

主要股東為新加坡政府主權基金(GIC)、 

英業達(Inventec)、晨興資本(Morningside)

、聯想(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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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 （劉培欣） 

• 現任CloudMosa 工程副總暨台灣區總經理 
 

• 曾任職於HTC、新典、網擎。 
 

• 清華資工 資訊工程博士 
 

• 在研究所期間就即曾自行創業， 

公司跨台灣、北京、四川三地。 
 

• 超過20年的程式設計與系統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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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ffin瀏覽器是什麼？ 

• Puffin瀏覽器是一種運行於雲端資料中心的
瀏覽器。 
 

• 網頁的讀取、內容分析和版面繪製都是在
雲端伺服器上進行，手機只是顯示畫面。 
 

• 好處：充分發揮雲端運算的優勢， 

              Puffin 更快、更安全、更省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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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先等一下… 

雲端運算是一種如此夢幻的講法 

 

要能夠直上雲端做運算， 

首先要有伺服器在地面上 

 

無論這伺服器是不是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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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雲端機房 

• 近萬台獨立的中高階實體伺服器 

 

• 擁有近萬個public IP 

 

• 自有120Gbps 總頻寬接入全球網路骨幹 

 

• 共12組大型伺服器叢集， 

分佈在三個不同資料中心，橫跨兩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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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用途是？ 

• 透過兩個迷你短片，可以馬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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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Puffin Browser is 

wicked fast 

 

 

Puffin Browser - Wicked 

Fast, Data Savin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vShX-woyM&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vShX-woyM&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iFhbliS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iFhbliS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iFhbliS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iFhbliS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iFhbliSy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iFhbliSyg


仔細看清楚喔 

• Puffin雲端瀏覽器，全球累計近1億下載量 

 

• 近萬台的實體伺服器，近萬個public IP 

 

• 自有120Gbps 總頻寬接入全球網路骨幹 

 

• 共12組大型伺服器叢集， 

分佈在三個不同資料中心，橫跨兩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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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代表什麼意思？ 

• 擁有台灣業界極少見的大型雲端資料中心 
 

• 實際投入商業運轉多年，技術經過驗證，
作法上先進且成熟 
 

• 每天吞吐驚人流量，服務全球無數使用者 
 

• CloudMosa的雲端資料中心不是空口說白
話的想像，我們一路走來的實戰經驗分享
非常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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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最特別的驚人之處是 

• 整個機房從無到有，由三個人建置 

 

• 近萬部伺服器，日常維運只需要一個人就
可以輕鬆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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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的？ 



老王啊，你賣的是什麼瓜？ 

• 這瓜是自己種來吃的，不賣！ 

 

• 今天是要來揭密，分享為什麼我們的瓜 

–可以長的這麼快？ 

–可以長的這麼大？ 

–可以長的這麼美？ 

–栽種的人力成本如此低廉？ 

 

• 為什麼Google和Amazon種不出這種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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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深呼吸一下～ 

今天的雲端之旅要正式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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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伺服器安裝 

• 每一套3000萬台幣的伺服器叢集，共近千
個運算節點，含相關網路設備 

 

• 大量採用刀鋒伺服器，縮短硬體安裝與佈
線所需之時間 

 

• 最佳狀況下，只要兩個人即可在兩天內安
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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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設定與上線 

• 安裝好的伺服器，開啟電源後， 

會自動被管理系統偵測出並納管 
 

• 伺服器會自行進入全自動程序，包括 

作業系統、網路設定、應用程式安裝， 

全部一氣呵成 
 

• 近千部伺服器，從空機開啟電源之後， 

幾分鐘內就可以上線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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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 



階層式的容錯架構 

• 我們的雲端機房，同時在實體層和邏輯層，從上
到下，都分別建立有完善的階層式容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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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層 邏輯層 

ISP資料中心層級 

機櫃層級 

機箱層級 

實體網路連線層級 

電源供應層級 

 

邏輯資料中心 

邏輯服務叢集 

邏輯運算節點 

怎麼做？ 



雙向容錯設計 

• 假如管理系統(機房端)，偵測出任何一個運
算節點故障，管理系統會自動將後續的流
量，轉向同一實體階層的其他運算節點，
或由邏輯層將流量改由往上高一級的邏輯
層去轉發 

 

• 若錯誤是由Puffin瀏覽器發現(客戶端)，
Puffin會自動連往其他可以正常運作的運算
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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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這裡 



伺服器的管理機制 

伺服器的管理，分成垂直和水平兩個方向： 

 

• 垂直方向指的是每部伺服器本身的管理 

 

• 水平方向指的是資料中心內部， 

跨伺服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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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式的伺服器自身管理機制 

每一部伺服器自身在管理上，可以分成如下
四個層級 （垂直方向）： 

–應用層 (browser remoting) 

–容器層 (container) 

–作業系統層 (operation system) 

–實體層 (physical hardware) 

 

• 每部伺服器自身都可以很快的發現來自各
個層級的錯誤，並設法自我修復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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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伺服器的自動維運機制 

• 每個層級都會導入一套專屬的橫跨所有伺
服器該層級的維運系統 （水平方向） 

 

• 自行開發的高效能維運系統，可以讓一個
單一的管理員，每天輕鬆管理近萬部伺服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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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這裡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有這些容錯機制，和各種不同面向的階層式管理系
統，真是太棒了，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 

 

 

 

 

7/1/2017 Confidential 20 

噓，我們還需要 

一些秘密配方… 



智慧流量分析管理 

• 獨家先進的流量分析統計平台 

–偵測各層級的異常流量 

–辨識惡意的瀏覽行為 

–主動阻止系統被使用者濫用 

–自動封鎖或攔截不良的使用者 

–輸出各種流量分析報表 

 

• 平台自行開發，避開市面上 

號稱big data的笨重大數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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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Ask me why 



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管理系統 

• 開發專有的雲端資料中心 DCIM 系統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 可記錄並追蹤實體伺服器的配置， 

自動最佳化機房、機櫃、電源、IP的配置 
 

• DCIM系統本身高度程式化，提供API可以
跨系統進一步整合，銜接自動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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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資料中心可程式化入口網站 

• 開發雲端資料中心專用的  

Cloud Information Portal (CIP) 
 

• CIP本身可程式化並提供管理功能，可以深
入所有邏輯資料中心的維運和監控 
 

• 可從最頂層管理流量的分配和負載平衡 
 

• 統合所有後端的維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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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設計造就了今日的Puffin 

• 近萬台實體伺服器，共12組大型伺服器叢
集，分佈在三個不同資料中心跨兩個國家 
 

• 整個實體機房從無到有，由三個人建置 
 

• 所有後端管理系統，由三個人開發 
 

• 近萬部伺服器，日常維運只需要一個人就
可以輕鬆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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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 

這個瓜真甜！ 
 

確定真的不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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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真的不賣～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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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已跟大家分享 

瓜是怎麼種出來的， 
 

還要進一步揭露更深層的秘密 

為什麼瓜應該要這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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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選擇 

• 草創初期，我們選擇了公有雲 

 

• 中期，我們自建了私有雲 

 

• 最後成熟期採用了混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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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hy, why? 



雲的選擇 -- 成本是關鍵！ 

• 如Amazon之類的公有雲服務，大量長期使
用的情況下，成本非常驚人 

 

• 現場馬上算給你看 

 

• 假如你可以自己掌握相關的關鍵技術， 

能提升維運效能，會長期大量使用， 

就應該立刻認真考慮自建私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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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單元架構的演變 

• 草創初期，我們選擇了虛擬機(VM) 

 

• 中期我們直接使用裸機(BM) 

 

• 成熟期在裸機上使用單一容器(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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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hy, why? 



運算單元架構的演變 – 為了效能 

• 從VM到BM，為了運算效能 

 

• 從BM到Container為了維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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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無私的經驗分享外， 

今天還要趁這個難得機會 

跟大家說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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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ffin瀏覽器不為人知的秘密 

• 看到Puffin瀏覽器驚人效能，網路巨頭也想
效法！ 

 

• 過去數年，Google和Amazon曾投入驚人資
源和大規模工程團隊想開發雲端瀏覽器！
但最後紛紛鍛羽而歸，退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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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hy, why！ 



Amazon的 “鑽石切割” 術 

• 2011年高調推出自家開發的Silk瀏覽器， 

強調部分的網頁繪製，可以在雲端進行 

 

• 曾投入600人的工程團隊，最後低調轉換開
發方向。在FireTV上，甚至還曾求助Puffin 

 

• 令人費解的鑽石切割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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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 “削足適履” 法 

• Google曾經投入工程團隊，研究員端瀏覽
器的可能性，並嘗試開發相關模組 

 

• 但最後因為雲端資料中心的成本考量， 

最後不得不放棄 

 

• ”一體適用” 的資料中心，造成削足適履的反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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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引以為鑑 

一旦有了 “富人的傲慢” 

就失去了 "凡人的常識" 

 

• They are so proud of things that don't 

make sense. 

 

• When projects fail, they conclude there is 

no need. 

7/1/2017 Confidential 36 



網路巨頭們嘗試著 

千秋萬載 

       一統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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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Mosa只求 

打遍天下無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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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反思 

要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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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帝國的新植民主義 

• 網路世紀，科技巨頭為全世界帶來了便利
，但也同時架構了新帝國。 

 

• 全球性的雲端服務帶來的是無國界的網路
產業垂直分工，還是新殖民主義？ 
 

–假如是垂直分工，那台灣站在這整個環節的哪
個位置，我們的科技業自己掌握了什麼？ 
 

–假如是新殖民主義，台灣丟失了什麼？ 

 

 
7/1/2017 Confidential 40 



Be Vegan. Mak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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