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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Azure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球 40 餘國家同步提供服務至今，

已快要滿 8 年。從原先的每半年一次功能更新，到每季一次，如今隨時都可能有新

功能發布，對微軟員工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歷程。因為沒有版本的標記，表

示 Microsoft Azure 從來就不需舉辦產品發表會；也因為隨時都在更新，我們一直都

不敢將產品說明印成紙本，以免一旦印出來，當場就過期。常是要求客戶直接上網 

(http://azure.microsoft.com/, http://msdn.microsoft.com/, 及 http://technet.microsoft.com/) 

查閱最新技術文件。 

對於初學者而言，特別是在學校或訓練中心雲端課程，以紙本的書籍教授，更

能提供學習者一個完整的全貌。本書作者朱明中先生 (私底下還是叫他小朱比較習

慣)，累積多年的 Microsoft Azure 教學經驗，再次出版新的 Microsoft Azure 中文書。

過程中免不了面臨微軟不斷的新增功能，以及操作畫面的調整，甚至中間還發生一

個作者常用的 PowerShell 指令，宣布未來停止提供服務，因為這個指令被發現若是

不當的引用，可能增加整體系統的不穩定風險。但是小朱可辛苦了，一邊寫稿、一

邊校稿還要同時修改內容。 

讀者到手中這本歷經千辛萬苦而成的中文書，也許隨著年月更替，Microsoft 

Azure 又推出來更多的功能 (例如：專為物聯網打造的 IoT Suite 不久之後即將推

出 )，仍然無損這本書對於推廣學習  Microsoft Azure 重要的參考價值，所有 

Microsoft Azure 核心的功能在這裡都有提到，而且設計成各自獨立的章節，讀者不

一定要按照書中章節順序閱讀，可以直接跳往最感興趣的部份。當然，小朱本人也

經常出没各大論壇，幫忙解答網友各種技術問題。讀者若有任何不能理解書中的部

份，可以直接上網找到小朱為您解答。 

台灣微軟 雲端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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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Future of Cloud Computing Survey 中，雲端已成功轉型為企業應用主

角，但「49% 的企業視雲端為獲利火種」，並「不代表 100% 的雲端廠商」都能成

為企業的最佳夥伴。Microsoft Azure 因為成功的掌握企業對混合雲的需求，在短短

的幾年中客戶急遽增加，目前超過 57% 的財富 500 大企業使用 Azure，每週平

均有 8,000 多家客戶開通 Azure 服務，已有 3,500 個合作夥伴選擇在 Azure 上執

行其應用程式。 

Azure 不會是微軟平台同時全面支援開源平台 

Azure 不只是微軟應用程式與開發平台的最佳夥伴，更早已獲得使用開放源碼

企業的認同，Azure 所支援的開發語言包括了 php、Java、Python、Node.js 等，資

料庫包括了 MySQL、MongoDB 等，CMS 包括了 WordPress、Drupal、Joomla 等。

同時在 Gartner 雲端業者 Magic Quadrant 2015 年報告中，認可 Azure 以其彈性

部署應用的優勢，成為唯一同時進入 IaaS (基礎架構即服務)和 PaaS (企業應用部

署平台即服務) 領導者象限的雲端廠商 。 

有了好的雲端平台，接下來就需有好的雲端 “技術先驅者” 提供完整及詳細的

應用範例及經驗，讓使用者可以以最快最有效率方式學習並應用。小朱以最專業雲

端顧問之地位，不但成為年度 Cloud Hero 金級戰士之殊榮，同時也在社群有其一

定及廣泛之影響力。小朱將他對雲端應用之熱忱及專業撰寫成冊，內容之詳盡，範

例之經典實屬業界少見。誠心推薦給入門雲端，進級架構應用之讀者珍藏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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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真的過得飛快，距離前一次出版的【Windows Azure Platform 教戰手札 2/e

開發人員篇】已經過了兩年多了，但對於雲端這個世界來說，兩年就像十年一樣。

在這兩年中，除了 Windows Azure 正名為 Microsoft Azure 之外，微軟在經歷執行長

的更換與重塑其策略為『行動優先，雲端至上』(Mobile First, Cloud First) 之後，

整個微軟的雲端服務如同雨後春筍般的一個一個冒出來，微軟也因為更加的開放 

(例如 ASP.NET 5 的 Open Source 以及跨足到 Mac 與 Linux 的 DNX 平台)，而在雲

端平台的競爭中，微軟在 2015 年由 Gartner 正式列入公有雲的領先者象限1。2013

年下半年推出 Azure HDInsight (微軟在 Azure 上的 Hadoop 實作)、Event Hub、

DocumentDB、Redis Cache、Stream Analytics 等新服務，微軟也跨足了企業備援市

場，包含 StorSimple、Azure Site Recovery、Azure Backup 等，2015 年則更宣佈推

出包含原本的 Website 與 Mobile Service 在內的整併版本 Azure App Services，SQL 

Database 也大幅改變，加入了 SQL Database Elastic Pooling 與 SQL Data Warehouse

等新服務，同時也向企業混合雲市場再次招手，推出 Azure Pack 的升級版 Azure 

Stack，試圖要讓公有雲和私有雲的管理模式一致，在微軟的 Build 2015 與 Ignite 

2015 中也看到了相關的成果。截至目前為止，在 Azure 平台上已經超過 30 種服務，

以及服務內所包含的林林總總的數百項功能。 

Azure 進步如此神速，但書籍卻因為種種因素，無法很快跟隨它的腳步改版，

我所寫的【Windows Azure Platform 教戰手札 2/e 開發人員篇】才過了兩年，就有

很多內容和現在的服務內容有相當的落差，而必須進行改版，再加上 Azure 已經不

再只有開發人員要關注，連系統管理人員或網路管理人員 (簡稱 IT 人員) 也要開始

關注它，尤其是在 DevOps 的運作模式下，開發人員和 IT 人員必須緊密合作才能

加速解決方案與環境的遞送。 

                                                               
1 http://azure.microsoft.com/blog/2015/05/22/microsoft-the-only-vendor-named-a-leader-in-gartner- 

magic-quadrants-for-iaas-application-paas-cloud-storage-and-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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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我先編寫以 IT 人員為主的 Azure 教戰手札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在編寫這本書時其實面臨不少挑戰，這本書是我第一次編寫和 IT 人員

有關的書籍，IT 人員喜歡使用指令來做事，但又必須考量初學者需要的使用者介

面指南，然而 Azure 的管理介面變動幅度頗大，尤其是目前又分為標準的入口網站 

(Azure Portal) 以及下一代的入口網站 (Ibiza Portal)，在介面的取捨上確實是很令

人煩惱，因此在這本書內介面部份除了必須要以介面來說明的內容會附上介面圖示

外，我採用 30% 介面與 70% 指令的作法來編寫，如此可以降低因為介面改變而

使得書籍的內容和實際脫節的問題，也能符合多數 IT 人員所需的指令學習內容。

同時因為這本書是給 IT 人員的學習與參考用書，因此與開發人員相關的內容無法

在這本書內呈現，我將會編寫另外一本給開發人員的書籍，所以要請 Azure 的開發

人員們再等等。 

希望本書能讓你滿載而歸。 

致謝 

這本書能順利完成，首先要先感謝台灣微軟 Microsoft Azure 團隊的協助： 

 台灣微軟中小企業解決方案暨經銷事業群 雲端事業發展副總經理  

周旺墩先生 

 台灣微軟開發體驗暨平台推廣事業部 技術傳教士 李匡正先生 

 微軟全球商業策略合作資深協理 張書源先生 

 台灣微軟中小企業解決方案暨經銷事業群 雲端事業發展副總經理 

王嘉玲小姐 

 台灣微軟營運暨行銷事業群 資深協理 李玉秀小姐 

 
特致上誠摰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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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撰寫期間，因為時間上的因素，我特別情商目前台灣區唯一的 Enterprise 

Security MVP、台灣第五位 CISSP-ISSMP，且對 Azure 安全議題有深入研究的黃建

笙 (Jason 方丈) 協助編寫 Azure Security 的章節 (第 11 章至第 13 章)，因此除了讓

他列名為本書作者之一外，也在此表達感謝之意。同時也感謝資策會資訊技術訓練

中心的蘇國鈞先生，在內容編寫期間給我很多的建議，藉此得以修正編寫的角度和

方向。 

再來要感謝的是和我合作許久的碁峯編輯，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內能給我最大

的彈性與自主性，尤其是在內容排版上，給我相當大的自主權，讓我可以依我所想

的內容呈現方式將這本書呈現給大家，在此也表示感謝。 

最後，將這本書獻與我最愛的家人、好友與工作伙伴們。 

 

 

朱明中 (小朱) 

studyazure.com 

2015 年 8 月於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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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受到小朱的邀請一起撰寫本書，這個興奮的心情很快的就被自己公司

的事務給淹沒，在南部討生活大不易，凡事都得靠自己，所幸公司夥伴幫忙分擔工

作，才能讓我有辦法寫下這短短的 60 頁有關雲端安全的看法和建議，寫書的過程

至少打掉了三個版本，不斷的修正方向，和希望讓大家提高使用雲端服務的意願，

我不斷反覆的檢查，希望讓台灣企業內的 IT 夥伴們有不同的思考，不是一味的禁

止使用雲端服務，應該是經過評量和風險分析後，提出對企業有幫助的解決方案。 

此書中兩篇資安的觀念和建議，希望帶給大家以基本的概念來進行評估，資安

其實沒有大家所想像中的難以理解，我一向喜歡用簡單的方法讓大家更了解資安，

其實它並不艱澀，技術端的原理更是容易從邏輯的衝突中，找到問題的根本原因。 

過去十年來在學習資安的同時，認識了不少朋友，每每有資安事件發生，我就

像神祖牌一樣的，讓人詢問到底它怎麼發生、如何防護，在這個過程裡，也看到了

許多不該發生的錯誤，都是便宜行事的後果，也希望籍此將企業內常見的日常工作

所造成的資安問題，可以有效的排除，尤其是備份、備援，看似簡單，但有更多層

面是人造成的。 

任何資安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更不是單一事故，而是一連串的錯誤。由根

本了解，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感謝小朱的抬舉，讓我有機會耍耍嘴皮，也感謝家

人的支援，讓我能利用時間寫書，也感謝登豐數位科技所有夥伴的貼心，主動的分

擔了我的工作，有夥伴支援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這項工作。 

 

黃建笙(Jason Huang,方丈) 

http://www.dotblogs.com.tw/dotjason 

2015 年 8 月於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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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 (Cloud Service) 是 Azure 最早開始提供的服務之一，它允許程式開

發人員將應用程式部署到雲端，並且在雲端營運。隨著 Azure 服務的擴張與提升，

雲端服務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不像初期那麼被重視，但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服務。對

IT 人員而言，雖然不需要學習怎麼開發雲端服務，但如何管理與組態雲端服務，

並提供開發人員必要的環境基礎，則是 IT 人員必須重視的。 

6.1 雲端服務概觀 

雲端服務在推出時，僅是給予開發人員開發雲端應用程式所使用的邏輯容器 

(Logical Container)，它定義了 Azure 供應給這個應用程式所需要的資源，舉凡虛擬

機器的大小、數量；客座作業系統 (Guest OS) 的版本；網路的通訊埠、協定、子

網路組態、虛擬網路組態；本地儲存區的定義；遠端桌面的定義；SSL 以及一些環

境變數等等。 

經過前一章虛擬機器服務組態設定洗禮的你，可能會注意到一件事：『這些不

是前面都有設過了嗎？』是的，虛擬機器本身在邏輯上和雲端服務整合，你在前面

讀到負載平衡的組態時，不是有說到虛擬機器要放在同一個雲端服務內才行嗎？因

為雲端服務對虛擬機器來說，對外定義了它的對外連接埠，以及外部能連到這個虛

擬機器所用的 DNS 網域名稱；對內則是給予一個邏輯性的容器來收納虛擬機器，

Azure 會依這個容器來決定是否啟用負載平衡以及可用集所需要的 Fault Domain 與

Update Domain 的部署方式。 

06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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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雲端服務和虛擬機器服務最大的不同，就是虛擬機器的組態方式。 

虛擬機器服務在某種程度上釋放了許多的控制權給 IT 人員，他們可以自由的

設定與使用虛擬機器，不需要假手 Azure Fabric，當然虛擬機器的管理職責相對較

重。雲端服務則是剛好相反，Azure Fabric 不會給予 IT 人員太多控制權，IT 人員

只能利用服務定義檔與服務組態檔來設定環境，當環境定義好後，就只能由服務組

態的更新來修改環境，但 Azure Fabric 會全權負責虛擬機器的營運與容錯組態。 

即便雲端服務的虛擬機器也允許使用遠端桌面，但基本上並不建議 IT 人員直接

以遠端桌面登入虛擬機器做組態設定，而是要使用 Startup Task 來進行初始組態。 

在 DevOps 模式中，開發人員 (Developer) 和營運人員 (Operator) 必須協同合

作，才能快速的完成系統開發與營運的生命週期內各項工作，因此營運人員會需要

提供給開發人員一致的環境組態，在雲端服務中，營運人員可編製服務定義與服務

組態檔，並整合到開發的部署流程中，這樣就能確保開發人員所面對的作業環境是

一致的，而這也是本章的重點所在。 

6.2 雲端服務基本概念 

雲端服務有幾個術語，本節先介紹一遍，之後的內容讀起來才會順暢。 

6.2.1 服務定義與服務組態檔 

雲端服務除了應用程式本身的程式碼外，還包括兩個重要組態檔，分別是服務

定義檔 (Service Definition File) 以及服務組態檔 (Service Configuration File)。 

服務定義檔會告訴 Azure Fabric 這個雲端服務更新域的群組數量設定、負載平

衡的健康探測 (Health Probe) 的週期與設定、網路特定通訊埠的限制，以及每個角

色本身的設定等。基本上，服務定義檔所設定的都是無法在虛擬機器營運期間動態

修改的項目，而它也不允許任意變更，若要變更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將雲端服務內

所有執行個體 (即虛擬機器) 全部刪除後重新部署。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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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服務定義檔的範例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erviceDefinition name="AzureCloudService2"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ServiceHosting/2008/10/ServiceDefinition" 

schemaVersion="2014-06.2.4"> 

  <WebRole name="WebRole1" vmsize="Small"> 

    <Sites> 

      <Site name="Web"> 

        <Bindings> 

          <Binding name="Endpoint1" endpointName="Endpoint1" /> 

        </Bindings> 

      </Site> 

    </Sites> 

    <Endpoints> 

      <InputEndpoint name="Endpoint1" protocol="http" port="80" /> 

    </Endpoints> 

  </WebRole> 

  <WorkerRole name="WorkerRole1" vmsize="Small"> 

    <Endpoints> 

      <InternalEndpoint name="InternalEndpoint1" port="8080" protocol="tcp" /> 

    </Endpoints> 

  </WorkerRole> 

  <NetworkTrafficRules> 

    <OnlyAllowTrafficTo> 

      <Destinations> 

        <RoleEndpoint endpointName="InternalEndpoint1" roleName="WorkerRole1" /> 

      </Destinations> 

      <WhenSource matches="AnyRule"> 

        <FromRole roleName="WebRole1" /> 

      </WhenSource> 

    </OnlyAllowTrafficTo> 

  </NetworkTrafficRules> 

</ServiceDefinition> 

 
服務組態檔則是告訴 Azure Fabric 每個執行個體所使用的組態設定，組態設定

可調的就相當多了，像是執行個體的作業系統類型與版本；執行個體的數量與本身

的環境變數；執行個體本身所在的虛擬網路、使用的 IP 位址與子網路、使用的存

取控制表與 DNS 設定等，都能在服務組態檔內給予，而且服務組態檔是允許動態

變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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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服務組態檔的範例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erviceConfiguration serviceName="AzureCloudService2"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ServiceHosting/2008/10/ServiceConfiguration" 

osFamily="4" osVersion="*" schemaVersion="2014-06.2.4"> 

  <Role name="WebRole1"> 

    <Instances count="1" /> 

    <ConfigurationSettings> 

      <Setting name="DB" value="" /> 

      <Setting name="StorageConnectionString" value="UseDevelopmentStorage=true" /> 

    </ConfigurationSettings> 

    <Certificates> 

      <Certificate name="Certificate1" 

thumbprint="6D80A85C39B763F3E34DD1AED0CB045C8830CDFC" thumbprintAlgorithm="sha1" /> 

    </Certificates> 

  </Role> 

  <Role name="WorkerRole1"> 

    <Instances count="1" /> 

    <ConfigurationSettings> 

      <Setting name="StorageConnectionString" value="UseDevelopmentStorage=true" /> 

    </ConfigurationSettings> 

    <Certificates> 

      <Certificate name="Certificate1" 

thumbprint="6D80A85C39B763F3E34DD1AED0CB045C8830CDFC" thumbprintAlgorithm="sha1" /> 

    </Certificates> 

  </Role> 

</ServiceConfiguration> 

6.2.2 角色 

不論是服務定義檔或是服務組態檔，都需要為不同的虛擬機器組態給予設定，

這些虛擬機器組態稱為角色 (Role)，在雲端服務中有兩個角色，分別是 Web Role

與 Worker Role。 

Web Role 是內建 IIS 的虛擬機器，負責執行需要 HTTP 通訊的服務，像是 Web

網站、Web Service、Web API、WCF HTTP Service 或是其他使用 HTTP 協定通訊的

服務。Worker Role 則是執行背景服務 (Background Services)，背景服務沒有使用者

介面，它也允許開發人員使用 TCP/UDP 等協定通訊，通常會作為前端要求的背景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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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會決定 Azure Fabric 要使用哪個虛擬機器映像來產生虛擬機器，Web Role

會採用有安裝 IIS 的映像，Worker Role 則是一般作業系統，所以 Worker Role 能取

用的資源會比 Web Role 多很多，但 Web Role 有 IIS 可輕鬆的掛載 Web 應用，Worker 

Role 則需要採用自我掛載 (Self-hosting) 才能掛上 Web 應用 (例如 Web API)。 

Azure Guest OS Azure Guest OS

Fabric Agent Role Environment Fabric Agent Role Environment

IIS Web Server Worker Agent Process

Your Cloud-based 
Application Code

Your Cloud-based 
Application Code

Web Role Worker Role

 

 圖 6-1 角色內的元件 

 Web Role Worker Role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x64 Windows Server x64 

應用程式平台 .NET Framework .NET Framework 

執行環境 IIS 程式 

適用環境 

Web-based 應用程式與 Web 前端介面，

或是使用 HTTP/HTTPS 為端點的服務應

用程式，亦可使用開放原始碼平台的

PHP、Ruby、Python 以及 Java 的 JSP。

服務應用程式，可透過設定

來開啟需要的通訊埠。 

6.2.3 部署 

每個雲端服務預設有兩個部 署 槽  (Deployment Slot)，分別是生 產 環 境 

(Production) 以及預備環境 (Staging)，這兩個環境依服務組態檔的設定來產生虛

擬機器並執行應用程式，當需要交換這兩個環境 (例如升級應用程式) 時，可利用

VIP Swap 功能來切換，是更新雲端服務應用程式中速度最快的作法。 

生產環境和預備環境是各自獨立且不會相互影響的部署槽，所以若是在這兩個

部署槽都部署了應用程式時，其虛擬機器的運算時數是各自計算再加總，舉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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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生產環境部署了 30 台虛擬機器，且在預備環境部署了 20 台，則總共要付出

50 台的時數費用。 

6.2.4 執行個體 

在雲端服務中，執行個體 (Instance) 指的是已啟動的虛擬機器，一個雲端服

務最多能容納 50 個執行個體1，每個執行個體都是依照服務定義與服務組態檔的設

定所產生，並且擁有完整的虛擬機器資源，而且每個執行個體都是獨立存在的機

器，就像虛擬機器服務內的虛擬機器一樣。利用雲端服務所產生的虛擬機器會自動

採用容錯的 Fault Domain (FD)/Update Domain (UD)配置機制處理，並且會自動給予

負載平衡的設定。若是使用虛擬機器服務，這部份就得要自己設定了。 

執行個體可依照需要進行擴展，不論是向上或向外都可以，向外擴展基本上不

會影響到服務的可用性，向上擴展則是要視 Update Domain 的容許值 (也就是至少

兩個 UD，每個 UD 至少一台虛擬機器) 來決定是否會中斷服務。 

每個雲端服務，不論有多少角色，最多都只能有 50 個執行個體。 

這裡有個重點，每個訂閱的預設可用執行個體數會受到可用核心數的影響，預

設每個訂閱的核心數只有 20，最大可到 10000，若需要擴大時，需要開立 Support 

Ticket 請微軟設定才能使用。 

6.2.5 DNS 

雲端服務是一個邏輯性的容器，對內可容納多個執行個體，對外則是一個統一

的 DNS 名稱： 

[service_name].cloudapp.net 

 
其中[service_name]是全球唯一的名稱，可利用 PowerShell 指令 Test-AzureName

來測試名稱可用性。 

                                                               
1 http://azure.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articles/azure-subscription-service-limits/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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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AzureName -Service "[service_name]" 

 
在這個邏輯容器內的虛擬機器，都會由 Azure Fabric 自動處理負載平衡和 HA

所需要的 FD/UD 設定，不需由管理人員費心，管理人員要注意的是，對外要開哪

些 Port，必須在服務組態檔中註冊，除非更新服務組態檔，否則沒有管理介面能修

改 Port 的設定。 

若需要客制 DNS 的名稱，管理人員可利用 CNAME 別名的作法來處理，雲端

服務本身也有提供 IP 位址，可供 SSL 或是需要鎖定 IP 的服務來對應， 

6.2.6 通訊埠 

雲端服務支援三種不同類型的通訊埠，包含對外的 InputEndpoint；指定執行個

體對外的 InstanceEndpoint；以及僅限內部使用的 InternalEndpoint。 

類型 說明 

InputEndpoint 

對外的連線，會經過資料中心的負載平衡器  (Azure Load 

Balancer)，所以如果是多個執行個體的話，這個終端點會依照流

量來分佈到不同的執行個體。 

InstanceInputEndPoint

依所設定的私人通訊埠，將連線導向特定的服務執行個體，和

InputEndPoint 一樣會通過負載平衡器，但是在服務發行時會在

負載平衡器上設定將某個通訊埠直接導向到特定的執行個體，

屬於通訊埠導向 (Port Forwarding) 的一種。 

Internal 

只在資料中心內部的連線，不會通過負載平衡器，當然也無法

對外，所以適用於角色之間的直接連線，但無法跨越資料中心，

所以不適用角色位於不同資料中心的情況。 

 
通訊埠的設定位置是在服務組態檔，可設的協定有 HTTP、HTTPS、TCP 與

UDP 等四種，埠號也可以自由設定，若是需要啟用 SSL 或是使用憑證進行安全通

訊，可以在服務定義檔中設定憑證後，再於服務組態檔設定要使用的憑證名稱。 

每 個 雲 端 服 務 的 部 署 最 多 可 以 使 用 25 個 InputEndpoint 、 25 個

InstanceInputEndpoint 以及 25 個 InternalEndpoint。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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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部署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於新舊管理介面均提供，這裡先以舊的管理介面為操作範例，新管理

介面操作方式也沒有差太多。 

 

 圖 6-2 雲端服務管理介面 (舊管理介面) 

要建立新的雲端服務十分容易，GUI 介面也很簡單： 

 

 圖 6-3 由 GUI 介面建立雲端服務 (舊管理介面) 

快速建立和自訂建立模式，只差在自訂建立允許管理人員額外做部署封裝的程

序而已。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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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想用指令來建立雲端服務，PowerShell 提供了 New-AzureService 指

令，而 Xplat-CLI 也提供了 azure service create 指令，它們就如同在 GUI

使用快速建立一樣。 

PowerShell: 

New-AzureService –ServiceName [Service-Name] –Location [Service-Location] 

 

Xplat-CLI: 

azure service create --location <Service-Location> <Service-Name> 

 
在還沒有部署任何程式前，都無法進行管理，所以必須要先上傳雲端應用程式

的部署套件才可以。部署套件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應用程式的封裝檔，副檔名為

cspkg，它封裝了應用程式的執行檔以及服務定義檔，由 Visual Studio 的封裝功能

可以很快的產生，若是沒有 Visual Studio，則可利用 Microsoft Azure SDK 內的

cspack.exe工具程式進行打包工作，cspack.exe可利用 Microsoft Azure 的命

令列環境啟動，或是到 Microsoft Azure SDK 的目錄下找到，其指令格式為： 

cspack.exe <DirectoryName>\<ServiceDefinition> 

      /out:<OutputFileName> [Web-Role-Arguments] [Worker-Role-Arguments] 

 

[Web-Role-Arguments] 

      /role:<RoleName>;<RoleBinariesDirectory> 

      /sites:<RoleName>;<VirtualPath>;<PhysicalPath>  

 

[Worker-Role Arguments] 

      /role:<RoleName>;<RoleBinariesDirectory>;<RoleAssemblyName> 

 

註：[Web-Role-Argments]和[Worker-Role-Arguments]可以有多個，以配置多個角色。 

 
例如要封裝一個只有 Web Role 的雲端服務程式，可使用下列指令： 

cspack HelloWorld\ServiceDefinition.csdef  

/out:HelloWorld.cspkg  

/role:HelloWorld_WebRole;HelloWorld_WebRole 

/sites:HelloWorld_WebRole;Web;d:\HelloWorld_WebRole\HelloWorld_WebRole 

 
例如要封裝一個同時有 Web Role 和 Worker Role 的雲端服務程式，可使用下列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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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ack MultiTierApp\ServiceDefinition.csdef  

/out:MultiTierApp.cspkg 

/role:FrontendWebRole;FrontendWebRole 

/sites:FrontendWebRole;Web;c:\MyDirectory\MultiTierApp\FrontendWebRole 

/role:OrderProcessingRole;OrderProcessingRole\bin\Debug;OrderProcessingRole.dll 

 
另一個檔案為服務組態檔，副檔名為 cscfg，基於 Azure Cloud Service 的架構，

管理人員隨時可更新服務組態檔來更新雲端服務的設定，所以服務組態檔並沒有包

在 cspkg 檔案內。 

部署的檔案來源可以是本地端，也可以是 Azure Storage，若是有執行版本控制

的團隊，通常會依不同的版本存放，所以若是版本控制系統已設定將應用程式的封

裝上傳到 Azure Storage 的話，就能直接由 Azure Storage 上的封裝來部署。 

在舊管理介面，若是需要上傳封裝，可以在雲端服務頁面下方的工具列中按下

上傳按鈕，即會帶出上傳封裝的介面。 

 

 圖 6-4 上傳雲端服務封裝 (舊管理介面) 

管理人員可以自由的從本地或是從已經上傳到 Storage 的路徑來選擇封裝檔和

組態檔。在上傳封裝對話盒中有一個選項要注意，就是『即使一個或多個角色包含

單一執行個體，也要部署』核取方塊。它是代表若你的服務組態所設定的執行個體

數為 1 時，仍然是要部署，這會在初期的開發測試時會很有用，若沒有勾選它的話，

Azure 會強制要求服務組態內所有角色的執行個體數都要大於 1，會做這個檢查是

為了要確保服務的 SLA (必須要兩個以上的執行個體才行)。 



 Azure 雲端服務 | 6-11 
 

 

若要使用指令來部署，PowerShell 提供了 New-AzureDeployment指令。 

New-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Service-Name]  

–Package [Local-Or-Storage-Path-Of-Package]  

-Configuration [Local-Or-Storage-Path-Of-Configuration]  

-Slot [Production|Staging]  

-Label [Deployment-Label-Name] 
 

例如下列指令可以將本地的封裝發行到 AzureCS-TW 雲端服務： 

New-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azurecs-tw -Package C:\App\AzureCS-TW.cspkg 

-Configuration C:\App\AzureCS-TW.cscfg -Slot Production -Label azurecs-tw-ps 

在使用 New-AzureDeployment 前，若是由本地上傳封裝，請記得要先用

Set-AzureSubscription 設定訂閱帳戶所使用的預設儲存帳戶，否則它會

出現錯誤訊息。 

在雲端服務上傳之後，若是需要更新封裝，或是需要更新組態設定時，管理介

面也有提供更新上傳的功能。在舊管理介面的雲端服務中，下方會出現一個更新的

按鈕，按下它就會出現更新的畫面，其欄位和部署雲端服務差異不大。 

 

 圖 6-5 更新雲端服務 (舊管理介面)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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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兩個核取方塊的選項，『當角色大小或角色數目變更時，允許更新』核

取方塊若沒有勾選，Azure 會檢查新上傳的服務組態檔內的執行個體數量以及執行

個體大小兩個欄位，若發現新的組態和現有的組態不同時，會中止更新程序。『即

使一個或多個角色包含單一執行個體，仍更新部署』核取方塊意義和前面上傳封裝

時的選項的作用相同。 

若是要使用指令，PowerShell 提供了 Set-AzureDeployment指令處理更新

的工作。 

Set-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Service-Name]  

-Config [CSCFG-File-Path] # 只更新服務組態檔時，用此參數指定 

-Configuration [CSCFG-File-Path] # 更新封裝時，用此參數指定服務組態檔 

-Slot [Production|Staging] 

   -Package [Package-File-Path] 

   -Status [Running|Suspended] 

   -Label [Deployment-Label] 

   -Upgrade # 若是要更新封裝，要加這一個參數，但若只更新服務組態檔則不用 

   -Force # 強制開始進行更新程序 

   -Mode [Auto|Manual|Simultaneous] # 更新封裝時要指定此參數 

 
例如下列指令可更新服務組態檔： 

Set-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azurecs-tw -Config C:\App\AzureCS-TW.cscfg -Slot 

Production  

 
下列指令則可更新封裝： 

Set-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azurecs-tw -Upgrade -Configuration 

C:\App\AzureCS-TW.cscfg -Package C:\App\AzureCS-TW.cspkg -Slot Production -Mode Auto  

 
若要將雲端服務暫停，可用下列指令： 

Set-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azurecs-tw -Status "Suspended" 

雲端服務的暫停和虛擬機器的停止不同，雲端服務即使停止，仍然要收費。只

有刪除部署才會停止計費。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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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刪除雲端部署，除了管理介面外， PowerShell 也提供了 Remove- 

AzureDeployment指令。 

Remove-AzureDeployment 

    -ServiceName [Service-Name] 

    -Slot [Production|Staging] # 要刪除的部署槽 

    -DeleteVHD # 連同虛擬機器本身的VHD都刪除 

    -Force # 直接執行指令不確認。 

6.4 雲端服務的擴充套件 

在前一章中，我們在虛擬機器內可以自由掛上不同的擴充套件  (VM 

Extensions)，像是 Microsoft Antimalware、Microsoft PowerShell DSC、Puppet、Chef、

Symantec 與趨勢的防毒套件等，來整合或自動化虛擬機器的一些功能。雲端服務

的執行個體也是虛擬機器，所以也能和虛擬機器服務一樣，能在虛擬機器內安裝一

些擴充的功能。不過依雲端服務架構上的設計，這些擴充功能必須要使用

PowerShell 指令才能達到。 

雲端服務可安裝的擴充套件如下表。 

擴充套件 PowerShell 組態指令 

Active Directory 網域用戶端擴充

套件 
Set-AzureServiceADDomainExtension 

Microsoft Antimalware 防惡意軟

體擴充套件 
Set-AzureServiceAntimalwareExtension 

Azure 診斷功能擴充套件 Set-AzureServiceDiagnosticsExtension 

Azure 遠端桌面擴充套件 Set-AzureServiceRemoteDesktopExtension 

Azure 認可的擴充套件 Set-AzureServiceExtension 

 
在 Azure 舊管理介面內，有提供兩種不同的套件的啟用，分別是 Microsoft 

Antimalware 套件以及 Azure 遠端桌面套件，你可以在雲端服務的設定功能區下方

的工具列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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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6 設定遠端桌面與 Microsoft Antimalware 擴充套件 (舊管理介面) 

遠端桌面的設定包含了要啟用的角色 (或是所有角色)、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使用憑證以及到期日等設定。 

 

 圖 6-7 設定遠端桌面 (舊管理介面) 



 Azure 雲端服務 | 6-15 
 

 

Microsoft Antimalware 套件的設定就多了一些，還包含掃瞄的參數、排除條件

等等。 

 

 圖 6-8 設定 Microsoft Antimalware 套件 (舊管理介面) 

若是對 Microsoft Antimalware 套件的組態有興趣，可參考微軟公佈的技術文件： 

http://la.by/sites/default/files/doc/Microsoft-Antimalware-For-Azure-Cloud-Service

s-and-Virtual-Machines.pdf  

若是要用指令來啟動遠端桌面，可用 Set-AzureServiceRemoteDesktopExtension

指令，參數也不多： 

Set-AzureServiceRemoteDesktopExtension 

   -ServiceName [Service-Name] 

   -Credential [Remote-Desktop-Credential] # 要使用 Get-Credential 指令取得 

   -Slot [Production|Staging] 

   -Role [Role-Name] # 要指令哪個或哪些角色啟用遠端桌面時使用 

 
例如下列指令可啟動所有角色的遠端桌面，帳戶名稱固定是 rduser，密碼則

是執行時輸入：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