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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1

雲端時代的基礎架構
與 Ansible的基礎

雲端與系統運用之典範轉移1.1

21世紀的 IT領域當中，最大的變化之一，莫過於雲端運算的普及。

雲端運算對 IT服務帶來眾多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其中最為顯著的，

莫過於透過雲端將虛擬機器環境以隨需（On-Demand）形式來提供服務之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的問世。現今已經有眾多企業提供這項服務了，其

中以 Amazon Web Service（AW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Platform這些

跨國企業所提供的服務最為普及。IaaS自從問世迄今也才十年，雖然還是個相對

新穎的服務形態，對今日 IT基礎架構而言，已經是不可或缺且非常具有存在感

的一種服務了。

 ¾ 因 IaaS所造成的基礎架構變化

原先，在 IaaS與其所需加以應用到之虛擬化技術普及之前，各個企業或個人是

以自行準備機器，或是租用所謂的伺服器代管服務，在各自的管理之下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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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為字面上所代表的含意，並非難以理解的概念。會讓人容易有所誤解的部

份，即為在這邊所提及的「基礎架構」，是較狹義的 IT基礎架構（機器與網路層）

更為廣大，如中介軟體層與應用程式的部署、外部服務及與監控之間的協作等

範圍也是其對象這點。Infrastructure as Code所意指之基礎架構，即為「滿足運

行某個系統之先決條件中所有的週邊環境」（圖 1.1）。

 Ã 圖 1.1  廣義的 IT基礎架構與狹義的 IT基礎架構

嚴密來說，有時也會將機器與網路層（Network Layer）分類為 Infrastructure as 

Code，而將中介軟體與應用程式部署等上位層的操作分類為 Configuration as 

Code，廣義地將這些都視為 Infrastructure as Code中的其中一個要素來看，也並

不會有任何問題。特別是在使用到 Ansible時，在跨越這些層的運作上已可無縫

地進行連接，所以從實用面來看，區別層級來使用之必要性也相較減少了。

1.2.1  Infrastructure as Code的導入優點

那麼，實際導入 Infrastructure as Code會帶來什麼樣的優點呢？從代碼的自動執

行這特色，我們的腦海中立刻浮現以下兩個項目：

• 藉由作業之省人化與效率化來降低成本 

• 藉由程式化來達到高度的品質保證

廣義的 IT基礎架構

OS

中介軟體

應用程式

外部服務

監控

資料中心 網路

物理 / 
虛擬機器

狹義的 IT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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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軟體所需之代碼並無差別。並無差別一事所代表的，即為軟體代碼編寫作

業（＝軟體開發）所使用到的手法，可直接用在基礎架構上。

 Ã 圖 1.2  DevOps的概念（Devops-toolchain by Kharnagy）

對於今日的軟體開發，最為重要的手法之一，莫過於敏捷式 ( Agile ) 開發手法，

然而若以 Infrastructure as Code為前提的話，下述這些敏捷式開發的重要手法，

也可適用於基礎架構的運用。

• 以版本管理工具（Git等）來進行步驟／設定之適當管理 

• 以自動測試工具進行測試 

–於代碼級別分析所需之靜態測試 

–以 Ansible進行環境測試 

–以 Serverspec等機器狀態檢查工具來進行環境測試 

• 藉由各種工具、服務以協作方式進行 CI（Continuous Integration）

–以 Jenkins建置完成後，自動地啟動 Ansible以反應到實際環境 

–與 GitHub協作，將代碼反應之後即時執行部署

像這些，對於軟體開發來說理所當然之提高產能所需手法，都可以直接拿來套

用在基礎架構的運用上。

在考慮到 DevOps的情境時，最重要的是藉由 CI（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協

作，與藉由 Infrastructure as Code來進行基礎架構的自動化，使得從開發到測試、

基礎架構的配置，將發布系統所必要的全部行程給自動化，使其可更加洗練地

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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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最初的任務 —對應 SELinux

Nginx安裝前，為了讓 Ansible的模組中的 CentOS 7.x所預設有安全模組 SELinux

可順利執行 Python，請以 yum來進行 libselinux-python的安裝。就算安裝在不

支援 SELinux的環境也不會帶來不良影響，於 RHEL環境使用 Ansible時，建議

務必要予以安裝。

Play中所執行的任務是在 tasks指令之中以列表的形式來設定的，目前的 site.

yml會如列表 2.3所示。

列表 2.3 site.yml（對應 SELinux）

-name: Playbook教程

 hosts: all 

 become: true 

 tasks:-

-name: 安裝 libselinux-python

    yum: 

name: libselinux-python 

state: present

在這邊，使用到 yum模組來進行 libselinux-python的安裝。state引數是用來

指定安裝狀態的，請從 present（安裝狀態、別名（Alias）： installed）、absent

（非安裝狀態、別名（Alias）：removed）、latest（最新版安裝狀態）之中選擇。

由於 state的預設值是 present，就算不予以指定其動作也會是相同的，在這邊

我們為了讓狀態明確故予以指定。另外，若所操作的是 Debian家族的發行套件，

會使用 apt來代替 yum，但 name或 state等屬性是共通的，幾乎能夠以相同方

式來使用。此外，若所使用的是 package模組，Ansible所使用到的套件管理工

具有可能會自動幫我們選好。這雖然無法在需要對工具進行特有的設定時使用，

但在對應到複數發行套件的情形下，單純只想要安裝套件時使用看看也無妨。

2.11.3  任務的撰寫方式

本節將說明可適用於其他模組的一般編寫方式。關於任務執行的格式，可以下

述的方式來呈現（由＜∼＞所圍起來的部分請填入個別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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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任務的易於明瞭的名稱＞

 ＜ module name＞ :

   ＜ module arg1 ＞ :＜ arg value1＞

   ＜ module arg2 ＞ :＜ arg value2＞

   ⋯

 ＜ task directive2 ＞ :＜ directive value2＞

 ⋯

• name

所執行任務的名稱。雖然並非必要項目，但為了 Playbook的可讀性／維護 

性，及日誌的可見性，建議對所有任務輸入 name。

• module_name

所使用模組的名稱。以上述範例來說，即為 yum。Ansible在預設狀態下就內

建有超過 500種以上的模組，詳細可以參照「Ansible官方文件的模組一覽 

表」12，或是使用 ansible-doc -l命令來確認。

• module_arg

遞交給模組的引數。引數的格式視各個模組而定，所以需要參照各個模組的

文件來確認其適當的值。關於模組的引數，詳細可以參照 Ansible的官方文 

件，或是使用 ansible-doc＜模組名稱＞來確認。

• task_directive

每個任務的執行所能予以指定的指令放在這裡。上例還沒有使用到任務指令，

可將如下各種控制項目藉由任務指令來設定。

• 將任務的返回值設置於變數

• 任務的迴圈設定 

• 改寫任務成功／失敗的規則

• 設定任務執行條件

12 http://docs.ansible.com/ansible/modules_by_categ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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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raw —不需透過 Python之命令的低層級執行

基本上所有的 Ansible模組，包含上述 command模組，都是透過安裝於操作對

象機器內（Ansible所對應的版本為 2.4以上而且可處理 JSON）的 Python來執 

行的，然而使用到 raw模組的話，就算是未安裝 Python的環境，也可透過 SSH

來執行直接命令。raw模組是不需透過 Ansible的模組機制的特殊模組，建議不

要在下列以外情形來使用。

• 為了安裝有對應到 Ansible的 Python時使用

若具備有 Python 2.4以上 2.6未滿版本時，只需要安裝 JSON操作用函式庫

simplejson即可。

• 對網路機器等無法搭載 Python的環境進行操作時使用

對應的網路機器操作用模組存在 19時，就沒有使用 raw的必要。

舉例來說，若為需要對 Python 2.4所採用的 CentOS 5環境持續進行維護時， 

- name: CentOS 5環境對應到 Ansible

  gather_facts: false 

  hosts: all 

  become: true 

  tasks: 

    - name:以 yum來安裝 python-simplejson

      raw: yum -y install python-simplejson

如上，只要先執行了 Play，這之後透過 Python一般的模組都可予以執行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涵蓋到 Ansible與 Playbook的基本了。到目前所出現的有

yum、service及檔案操作、

進行命令操作的模組群等，雖然讓人感覺不多，但光是這些想必已經可將相當

程度的作業給 Playbook化才是。話雖如此，對於 Ansible的使用上最為重要的

Inventory及變數等，還沒完全地徹底說明完畢，Playbook也還只是將模組以固

定的引數來執行的狀態而已。鑑此，我們將於下一章開始，對於這些項目來更

加深入地來進行解說，以便讓各位能夠更加便利且靈活地予以應用。

19 網路相關模組的一覽：  
http://docs.ansible.com/ansible/list_of_network_mod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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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inventories這個目錄之中，

靜態 Inventory

Azure用 Dynamic Inventory

Openstack用 Dynamic Inventory

如上述這樣配置檔案，依 ansible-playbook -i inventories⋯來執行命令的話，

即可將目錄內的 3個檔案全部合在一起作為單一 Inventory來處理。

3.1.4  於 Playbook內的 Inventory操作

到目前為止所介紹的 Inventory定義，不論是靜態或是動態，都是因應 Ansible

執行當下已存在的主機為其操作對象的。但是，光是這樣是無法對應到「於

Playbook內建立虛擬機器，執行建立好的機器內的設定」等 Ansible執行當下

主機尚未存在的使用案例。為了因應這種情形， Ansible具備有在 Playbook操作

Inventory所需的模組。

 ¾ add_host —追加主機資訊

藉由使用 add_host模組，即可在 Playbook內對 Inventory追加新的主機。

- name:將新建的應用程式用主機資訊追加到 Inventory

  add_host: 

    name: created-host 

    groups: created,app 

    ansible_host: "{{ created_host_ip }}" 

    ansible_port: 22

像這樣，即可追加新的主機。關於引數部份，如下所示。

• name

在 Ansible上所追加主機的主機名稱。

• groups

將登錄主機的群組以 ,（逗號）來做區隔進行複數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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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host ansible_connection=local

[group-a]

host1 ansible_host=localhost ansible_connection=local

host2 ansible_host=localhost ansible_connection=local

[group-b]

host3 ansible_host=localhost ansible_connection=local

[another-group]

host1

host3

除了一般的 localhost之外，以 host1 3的名稱，讓單一的 localhost顯現成有複

數台的機器 a。

 ¾ 所有主機的變數資訊

所謂的 hostvars變數，簡單來說就像是一個裝著所有變數資訊的巨大箱子。包

含有 Inventory內所含有的所有變數資訊。只要參照 hostvars，對於 Playbook中

不論從哪皆可對所有的主機變數進行參照，這在處理到由複數台所組成的環境之 

Playbook任務中，想要使用到其他主機的資訊時是非常便利的。hostvars在 Jinja2

樣板中，是依照下述這樣將值給取出的。

{{ hostvars['＜主機名稱＞ '] }}

請在＜主機名稱＞的地方，填入所想要取出變數的主機之以 Inventory所設定的主

機名稱。舉例來說，若是用來將 host1的 OS資訊以除錯顯示的 Play的話，

---

- name:魔術變數動作確認用 Play 

  hosts: all 

  tasks: 

    - name: 將 host1的 OS資訊僅顯示一次

      debug: 

        msg: "{{ hostvars['host1'].ansible_distribution }}" 

      run_once: true # 不論 Inventory內的主機數量僅執行一次

則會像上述這般描述（column-magic-vars-playbooks/site.yml）。

（續下頁）

基峰-JOANNA-ACN032400.indb   38 2017/11/13   上午 11:54:10



4-17

4.3
  R

ole

的
意
義

活用 Ansible Galaxy服務的公開 Role

Ansible Galaxya是由 Ansible官方所營運的 Role登錄／共享服務，我們只要善加利

用此服務，即可將來自世界各地的 Ansible使用者所公開的各式各樣的 Role，應用

在自己 Playbook裡面。

『Apache Spark入門』：[2017/02/01] (07:16) 第 1版

4 Roleによる Playbookの共通部品化

このように includeを用いることで独立したYAMLファイルを「部品として」Playbook内に取り入

れ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ちなみに、includeで読み込むYAMLファイル名は、変数を使って動的に指定したり、with_items

を使ってループで複数ファイルを読み込むことも可能です。ただし、このような動的な includeの多用

は、実際にデプロイを実行しないと Playbookがどのような動きをするか分かりにくくなり、テスト性や

可読性の低下に繋がりかねません。基本的には動的な includeは、最低限の使用に留めておくことをお勧

めします。

4.3.2 と Roleの違い

さて、それでは includeと Roleは何が違うのでしょうか？ includeは上で見たとおり、ただ単に外

部ファイルを読み込むためだけの仕組みです。好きなファイルを好きなタイミングで読み込めたり、変数

を使った動的ロードができたりと自由度は高いですが、逆にいうと、いつどのように includeが使われる

かはPlaybookの中身を見てみないと分かりません。includeをあまりにも大胆に使いすぎると、後々の

メンテナンス性や再利用性が下がってしまう恐れもあります。

一方、Roleの仕組みは単純にタスク定義を外部化することに止まらず、変数定義やHandlerなども含

めた Playbook全体を機能単位で閉じ込め、カプセル化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るといえ、

• 機能単位で分割することで Playbook全体の見通しが良くなる
• Roleをさまざまな Playbookから使い回せるようになり Playbookの再利用性が高まる

といった恩恵を受けることできます。

また、「ディレクトリ構造やRole読み込みの仕組みがあらかじめ決められている」という点もRoleの

独自性としてとても重要です。このことを「Roleは自由度が低くて直感的ではない」と言うこともできま

す【4】。しかし、この決めごとによって Roleは「世界中の誰がいつどのように作っても同じ構造が保たれ

る」という、とても大きなメリットを手に入れています。

Ansible を使い続けるにしたがって Role 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が増えていき、Playbook 作りは徐々に

「YAMLに個別作業を定義していく」作業から 「必要なRoleを選んで組み合わせ、適切なパラメータを

与える」作業に重心が移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のような意味では、Roleこそが Ansibleにおける

「資産」 の根幹である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ありません。

【4】ただしAnsible 2.2で追加された include_roleという新モジュールを使うと includeと通常Roleの中間とでもいう
べき使い方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110

『Apache Spark入門』：[2017/02/01] (07:16) 第 1版

4.3 Roleの意義

4

Ansible Galaxyを使った公開 Roleの活用

Ansible Galaxy【a】は Ansibleが公式に運用している Role登録／共有サービスで、このサービスを活用することで世界

中の Ansibleユーザーが公開しているさまざまな Role を自らの Playbook 内で使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図 4.2 Ansible Galaxy

ここでは、人気 Role 投稿者 geerlingguy 作成の nginx という Role【b】を例に ansible-galaxy コマンドを使った

公開 Role の使い方を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なお、この Role は Red Hat 系 OS と Debian 系 OS の両方で使える汎用性

の高いものですが、Red Hat系だけ、Debian系だけといった限定的な実装の Roleも少なくないので、Role使用の際は

Galaxyの各 Role 説明ページから、Supported Platforms の欄を確認しましょう。

■ Roleのインストール

Galaxy からの公開 Role インストールは次の手順で実行できます。

$ sudo ansible-galaxy install geerlingguy.nginx

実行結果（例）は次のようになります。

- downloading role ’nginx’, owned by geerlingguy

- downloading role from https://github.com/geerlingguy/ansible-role-nginx/archive/1.9.6.tar.gz

- extracting geerlingguy.nginx to /etc/ansible/roles/geerlingguy.nginx

111

 Ã 圖 4.2  Ansible Galaxy

在這邊，以人氣 Role投稿者 geerlingguy所建立名為 nginx的 Role【b】為例，來

說明藉由 ansible-galaxy命令來使用公開 Role的方式。然而，這個 Role可同時

用於 Red Hat OS與 Debian OS，具有很高的通用性，但只能在 Red Hat、或只能

在 Debian系進行安裝的這種限制性較高的 Role也為數不少，還請各位在使用 Role

時，於 Galaxy的各個 Role說明頁面，來確認一下 Supported Platforms欄位。

 ¾ Role的安裝 

公開於 Galaxy的 Role的安裝，可依下述步驟來執行：

$ sudo ansible-galaxy install geerlingguy.nginx

執行結果（例）如下所示。

-downloading role 'nginx', owned by geerlingguy 

-downloading role from https://github.com/geerlingguy/ansible-role-nginx/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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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這樣沒有加上選項來進行 rekey的時候，新舊密碼雙方都需要以手動方式來

輸入到命令提示字元視窗，至於舊密碼可使用與其他相同的 --vault-password-file

選項，至於新密碼可由 --new-vault-password-file選項來指定密碼檔案。

 ¾ 透過 Playbook的運用方式

在 Playbook的安裝階段，完全不需要對明文檔案與已經 Vault處理過的檔案進行區

分。在 ansible-playbook命令執行時，若將 Vault 密碼以手動方式輸入到命令提示

字元視窗時，則將 --ask-vault-pass選項，與使用密碼檔案時 ansible-vault 命

令相同地如 --vault-password-file=＜密碼檔案的路徑＞這樣來指定，再來就等

Ansible自動地將已經 Vault處理過得檔案給找出來，以所提供的密碼進行解密來執

行 Playbook。

 ¾ 活用提示

Inventory變數的目錄化

通常，像是密碼或存取金鑰這類機密資訊會依不同環境而制定有不同的值，透過

Vault來進行加密，一般是以 Inventory變數（群組變數／主機變數）的單位來進行的。

如果上線環境用群組 production的變數裡包含有機密資訊，應會將 group_vars/

production.yml進行加密的。然而，像這種群組變數用檔案都彙整成單一的話，

就連如同 procution_mode: true這種不需視為機密的變數也會予以加密。如果想

要將加密的範圍維持在所必要的最低限度時，可依照下述方式來使群組用變數目 

錄化。

檔案名稱的前端被加上編號，是為了要讓私有值後面一點被讀取，也就是為了要控

制變數的載入順序。

像這樣來處理的話，即可劃分為 00public.yml所包含的是不需保持機密的資訊可

以明文來管理，而 01private.yml則含帶有機密資訊需以 Vault來進行加密，像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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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_subnet_id 

指定以 ec2_vpc_subnet_facts模組所取得的子網路 ID。預設 VPC有 2個子

網路 ID，在這邊我們所使用的是 ec2_vpc_subnet_facts模組之執行結果其

前端的子網路 ID。

• group

指定安全群組。

• instance_tags、count_tag、exact_count

以 instance_tags來指定 EC2實體的 Name標籤。以 count_tag來指定識別

EC2實體所需的 Name標籤與其值，以 exact_count來指定由 count_tag所識

別的 EC2實體需存在幾個。在這邊是指定為 1，如果由 count_tag所識別的

EC2實體為 0個的話，就會建立 1個 EC2實體，如果已經有 1個的話，就不

會再建立 EC2實體了。

與 AWS CloudFormation協作7.4

本節將介紹實用的 AWS模組之應用方式。

雖然也有以 Ansible來進行 EC2實體的建立等管理 AWS資源的方式，除此之外，

還存在有像是 AWS CloudFormation 或 HashiCorp 公司的 TerraForm、Packer 等

Ansible以外的 AWS資源組態管理工具。各位也可以因應狀況，來研究使用這些

工具的方式。

在這裡，試著來組合 AWS CloudFormation與 Ansible看看。此組合的示意圖如圖

7.7所示。

 Ã 圖 7.7  AWS CloudFormation與 Ansible的組合示意圖

實體

AWS雲端
AWS 

CloudFormation

A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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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建立 AWS CloudFormation堆疊之 Playbook

執行 Playbook之後便會構築出如圖 7.9所示環境。

Playbook的執行可藉由下述命令來進行。

$ ansible-playbook cf.yml

讓我們來看到 Playbook內容的各個重點。若想對整體進行確認時，請各位參照

下述檔案。

playbook2/roles/cloudformation/tasks/cf.yml

 Ã 圖 7.9  AWS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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