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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雲服務共享責任

• 雲服務的共享責任模型(Shared Responsibility Model)

◆ Basic Operation (基本操作)
• How to Login FiXo Console to Manage Resource(登入FiXo玉山雲控制台)
• FiCo (雲運算/虛擬主機)

– View VM Information (資訊檢視)
– How to Connect and Login to VM (虛擬主機連線)
– Shutdown(關機)/Reboot(重開機)/Soft reboot(重開機) 
– Snapshot(快照)
– 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設置安全性群組)
– Web Console(網路控制台)
– How to Use Data Disk Inside VM (使用資料碟)

○ Linux
○ Windows

• FiBo (雲儲存)
• LBS (負載平衡)
• DBS (雲端資料庫)
• Inquiry(報表資訊查詢)

◆ 虛擬機網路相關注意資訊
• 集團內部客戶特殊網路需求 (富鴻網)
• 網路相關設定檔注意事項

◆ Advanced Information (進階資訊)
• 雲資源變規(CPU/RAM/頻寬)作業說明
• 雲硬碟擴容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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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Description

Mt. Jade 玉山雲。

FiXo 玉山雲的底層平台名稱。

FiXo User Portal 使用者操作玉山雲的網頁界面。

VM Virtual Machine，虛擬機器。

Security Group 安全性群組，類似防火牆的用途。

FiCo 玉山雲產品，雲運算虛擬主機

FiBo 玉山雲產品，雲儲存

RDS 玉山雲產品，雲端資料庫

LBS 玉山雲產品，負載平衡

Term



雲服務共享責任
(Shared Responsibility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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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服務的共享責任模型

• 玉山雲提供 IaaS 的雲
服務予客戶，將負責實
體基礎架構、網路基礎
結構和虛擬化層的安全
性。

• 客戶需要負責作業系統、
應用程式和資料方面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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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雲的共享責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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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雲會管理“雲端平台本身”的安全(OS層之下)，但客戶需自己維護“虛擬機內部”的安
全(OS層之上)。

• 客戶可以控制要實作何種安全性來保護自己的內容、平台、應用程式、系統以及網路，
這與他們對現場資料中心內的應用程式所做的操作並無不同。

客戶

玉山雲
負責雲平台本身的
安全

負責虛擬機內部的
安全



Basic Operation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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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o Console

FiXo雲控制台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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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啟您的網路瀏覽器登入https://jadecloud.dct-cloud.com/FiXo/，

我們推薦使用chrome瀏覽器以獲得最好的渲染效果。

**登入帳密請見交付文件Exce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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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Login FiXo Console to Manage Resource

點擊此處，
可執行登入

登入(Login)

https://jadecloud.dct-cloud.com/FiXo/


語言選擇(Language)

將玉山雲頁面下拉到最下方，頁面右下角的語言選項，選擇您需要的語言，目前
提供英文、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

**支援語系切換 (Chang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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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Login FiXo Console to Manage Resource

點擊此處，
可切換語系



登出(Logout)

點選右上角的使用者資訊，會出現「登出」按鈕，按下登出後，使用者的活動將
終止並且跳轉到玉山雲的開始頁面

**注意：當您閒置超過30分鐘，系統會自動將您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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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Login FiXo Console to Manage Resource



玉山雲控制台(FiXo Console)

當您登入後您會被自動導向到玉山雲服務控制台

**當您隨時想切換玉山雲服務時，請按左上角的玉山雲標誌，接下來您會被帶到玉山雲的主頁面

**若未租用雲資源服務，圖示將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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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Login FiXo Console to Manage Resource

點擊Apply，
登入雲服務



帳號設定(Account Settings)

您可以在這個頁面確認您的會員資訊

**您可以在「安全設定」的標籤下，按下「安全頁面」的標籤，輸入「舊密碼」，接著輸入「新密
碼」、「再輸入一次新密碼」。按下「送出」按鈕，即可更新您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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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Login FiXo Console to Manage Resource



FiCo Service

FiCo雲運算控制台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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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計算服務
FiCo是基礎架構即服務(IaaS)極端解決方案下的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視覺化、智
慧與標準化的服務。FiCo提供多樣的雲端運算方案，您可以創建虛擬機，及用網
頁圖形化介面或遠端桌面工具登入虛擬機。
**儀表板(Dashboard):

- 顯示所有可用的虛擬私有主機狀態(運行或停止)

- 顯示雲平台提供該用戶的資源額度(Resource Quota)使用況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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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 Service



虛擬私有主機(Instances)
⚫ 您可以點擊虛擬機的名字查看虛擬機的資訊，您將在虛擬機詳細資訊頁面得

到進一步的資訊。
(You can click the instance name to view VM information. You can get the detail information of 
instances in Instance Detail page.)

** 路徑: FiCo > Instances(虛擬私有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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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 VM: View VM Information



VM資訊檢視- General
⚫ 一般(General):  在一般頁面您可以找到虛擬私有主機的所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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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 VM: View VM Information



VM資訊檢視- Log
⚫ 紀錄(Log):  您可以在此頁面查閱虛擬機的系統紀錄資訊

(You can review the VM usage in Log 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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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 VM: View VM Information



VM資訊檢視- Action Log 
⚫ 操作日誌(Action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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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 VM: View VM Information



VM資訊檢視- 效能
⚫ 效能(Performance): CPU, Memory, Network IO, Disk R/W 

您可以藉由點擊在虛擬機詳細資訊裡的「效能」按鈕，取得虛擬機的效能統計資
料，圖片所示的虛擬機效能統計資料將取決您所選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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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 VM: View VM Information



登入雲主機
FiCo提供二種方法讓您訪問您的虛擬私有主機:

⚫ (1)網頁控制台: 您可以藉由控制台頁面直接使用虛擬機(網頁版VNC用戶端)

You can use VM directly by console page (Web based VNC Client) 
** 不支援金鑰登入模式，能支援密鑰模式登入

**注意: Safari沒有提供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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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Your VM



登入雲主機
FiCo提供二種方法讓您訪問您的虛擬私有主機:

⚫ (2)第三方遠端連線工具:

Windows: 您可以使用Windows內建的”遠端桌面連線工具(RDP)”連線到雲端虛擬主機。

Linux:  您可以使用SSH工具(例如: putty, Xshell, MobaXterm) 連線到雲端虛擬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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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Your VM

OS Protocol Login Method Command

Linux SSH
(預設:22 port)

ssh private key chmod 0400 xxxx.pem

ssh -i xxxx.pem centos@{PUBLIC_IP}

ssh -i xxxx.pem ubuntu@{PUBLIC_IP}

ssh -i xxxx.pem root@{PUBLIC_IP}

Windows RDP
(預設:3389 Port)

account ID & Password.

PS: If you use putty to ssh linux with private key, refer to 

https://support.rackspace.com/how-to/logging-in-with-an-ssh-private-key-on-windows/

https://support.rackspace.com/how-to/logging-in-with-an-ssh-private-key-on-windows/


管理您的雲主機
⚫ 您可以點擊「更多操作(more)」按鈕查看更多功能，包括：

✓ 編輯安全組 (Edit Security Groups)

✓ 關機(Shutdown)

✓ 重新開機 (Reboot)

✓ 暖開機(Soft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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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 Your VM



管理您的雲主機
⚫ 建立手動快照:

使用者可以選擇一個虛擬私有主機與按下「快照」按鈕，建立一個新的映像檔。
該快照將保留該運行的虛擬機的磁碟狀態，可用於建立或是還原虛擬私有主機。

**路徑：FiXo服務控制台(FiXo Console) > FiCo > 虛擬私有主機(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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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防火牆: 安全群組
⚫ 安全群組(Security Group): 是一種雲端虛擬防火牆，具備狀態檢測和封包過

濾能力。

✓ 透過設置安全組規則，您可以控制VM的流量入口(ingress)/出口
(egress)允許權(白名單)。

✓ 尚不支援黑名單設置。

✓ 支援TCP/UDP/ICMP 協定。

✓ 每台VM至少設置一個安全組，同時可以加入多組安全組。

✓ 一個安全組可以掛載在多台VM，用於統一管理訪問安全。

✓ 預設: 每個帳號用戶提供100條安全規則(Security Group Rules)。

✓ 資源交付初始預設”VM套用default安全組規則”，客戶收到資源收
可自行修改/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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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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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群組
● 範例：給予web server的security group

○ 要讓別人能夠連到網頁(Port: 80/443)

○ 網頁管理員能夠透過ssh連進server做調整(Port:22)

○ server本身必須要能夠連到MySQL獲取資料(Port:3306)

Ingress

Source Protocol Port Range Comments

0.0.0.0/0 TCP 80 Allow inbound HTTP access from all IPv4 addresses

0.0.0.0/0 TCP 443 Allow inbound HTTPS access from all IPv4 addresses

Your network's public IPv4 address 

range

TCP 22 Allow inbound SSH access to Linux instances from IPv4 IP 

addresses in your network

Egress

Destination Protocol Port Range Comments

Security group for MySQL server TCP 3306 Allow outbound MySQL access to instances in the specified 

security group

You also can refer to: http://docs.aws.amazon.com/zh_cn/AmazonVPC/latest/UserGuide/VPC_SecurityGroups.html

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http://docs.aws.amazon.com/zh_cn/AmazonVPC/latest/UserGuide/VPC_SecurityGroups.html


default安全群組
⚫ 玉山雲在系統新增用戶帳號時，已產生一組預設的安全性群組(default，請勿刪除，可視需求自行

新增/刪除規則)，用以管理VM共通規則。

✓ 規則: IPv4  egress 出口全通，不限制Remote IP (CIDR=0.0.0.0/0)。

建議用戶: 修改規則或適時開放，增強資訊安全，防止木馬被植入時攻擊他台主機。

✓ 規則: IPv4  ingress tcp 22 port開通(SSH)，不限制來源IP (CIDR=0.0.0.0/0)。

建議用戶: 修改限制來源IP，增強資訊安全，防止被駭客取得登入權限。

✓ 規則: ingress IPv4 tcp 10050-10051開通 。建議: 可刪除此規則。

✓ 規則 : ingress IPv4 tcp 3389 port開通(RDP)，不限制來源IP (CIDR=0.0.0.0/0)。

建議用戶: 修改限制來源IP，增強資訊安全，防止被駭客取得登入權限。

✓ 規則 : IPv4 ingress 入口”內網”全通，來源限制為加入”default”安全組的VM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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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IPv4 ingress

內網全通
(限default群組)

IPv4 egress

內/外網全通














查詢安全群組
⚫ 您可以點擊”Instance Name”，檢視該虛擬主機目前掛載的安全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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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點擊Instance 

Name

查詢
VM所屬安全組組別



新增/刪除安全群組
⚫ 目前用戶的虛擬主機經查詢安全組別(Security Group)後，可自行新增/刪除

規則進行Port開通維護(白名單)。

新增/刪除安全群組

編輯安全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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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刪除安全群組規則(Rules)
⚫ 用戶可點擊”Add Rule”後，可自行新增安全規則

✓ 建議: 只針對有需要的TCP/UDP port 設置外網開放，切勿“TCP 1-65535 
from 0.0.0.0”。

✓ 建議: 善用”CIDR”/”Security Group”，限定IP範圍模式進行port開放，以
降低網路攻擊/被攻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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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新增/刪除安全規則



新增/刪除安全群組規則(Rules)
⚫ 用戶可點擊”Add Rule”後，可自行新增安全規則

✓ 範例: ping 規則開通 icmp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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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套用安全群組
⚫ VM個別規則: 玉山雲提供客戶能自行”新增/刪除/掛載/卸載”安全群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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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figure Securi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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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Data Disk Inside VM (1/4)

如何使用資料碟
● Enter FiXo User Portal and choose the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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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Data Disk Inside VM (2/4)

• In the end of this page, you can see the location 

of the user data disk.

• For example, the user data disk of this instance is 

‘/dev/v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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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Data Disk Inside VM (3/4)

Linux

• Execute below command to check disk information

– lsblk

• If you data disk is ‘/dev/vdb’, format it via below command

– sudo mkfs -t ext4 /dev/vdb

• Mount this disk to mount-point

– mount /dev/vdb /mnt

• Edit /etc/fstab when auto mount in next booting, plz replace {YOUR_DISK_UUID}

– UUID={YOUR_DISK_UUID}       /mnt ext4    defaults,nofail 0       2

• Verify disk information

– lsblk

– df

You also can refer to: http://docs.aws.amazon.com/zh_cn/AWSEC2/latest/UserGuide/ebs-using-volume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zh_cn/AWSEC2/latest/UserGuide/ebs-using-volu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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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Data Disk Inside VM (4/4)

Windows

You also can refer to: http://docs.aws.amazon.com/zh_cn/AWSEC2/latest/UserGuide/ebs-using-volumes.html

• Click "Start" → "Control Panel" → "System and Security" → 

"Administrative Tools", then double-click the "Computer 

Management" → "Disk Management"

http://docs.aws.amazon.com/zh_cn/AWSEC2/latest/UserGuide/ebs-using-volumes.html


FiBo Service

FiBo雲儲存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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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o：儲存服務
⚫ FiBo是基礎架構即服務(IaaS)解決方案下的雲端儲存服務，您隨時隨地可以透

過網頁介面(Web UI )、應用程式介面(API)或第三方程序(thirty-party utility)，
使用FiBo儲存或回復大量資料，儲存容量無上限。

⚫ 儲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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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FiBo Storage Service

1. Bucket List 

2. Path Information 

3. Bucket Information 



AWS S3訪問密鑰
⚫ FiBo 支援S3 (Simple Storage Service) REST API協定。

⚫ 創建S3 訪問密鑰(S3 Secret Access Key)並開通FiBo服務後，即可使用容量無
上限的儲存服務。

** 創建訪問密鑰(Create): 創建S3 Secret Access Key。

**刪除 (Delete ): 刪除S3 Secret Access Key並且無法還原。

**前綴(Prefix): ※ 提醒: 使用S3服務創建bucket時，請務必加入前綴編號，以避免新增容器時，因不同
帳號但採用重複名稱導致讀寫資料錯誤. (或是建議直接採用FiXo Portal>> FiBo創建bucket ，則無須擔
心prefix問題)。 亦即: prefix+buck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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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第三方工具
⚫ S3 thirty-party utility 

✓ 範例: CloudBerry Explorer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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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S Service

LBS負載平衡服務操作介紹

41



LBS：負載平衡服務
⚫ 負載平衡服務: Loadbalancer Service，縮寫: LBS。

✓ 能自動分流incoming流量到多台FiCo VM上。

✓ 會偵測不健康(unhealthy)的虛擬機並自動重新路由到健康(healthy)的虛擬機，
直到不健康的虛擬機恢復，因此可消除單點故障提升系統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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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Loadbalancer(LBS) Service



進入負載平衡服務
⚫ 使用者可藉由按下「進入(Apply)」按鈕進入負載平衡服務，儀表板將顯示服

務狀態。點擊儀表板上服務的圖標，將導向負載平衡服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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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S List
⚫ LBS資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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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Loadbalancer(LBS) Service



View LBS Information
⚫ 檢視LBS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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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 圖表: LBS設置架構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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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 Service

DBS關聯性資料庫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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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關聯性資料庫服務
⚫ 關聯性資料庫服務: DataBase Service，縮寫: DBS。

✓ 是能快速佈署、方便使用的資料庫服務。

✓ 提供MySQL資料庫系統: 提供Replication HA。

✓ 提供Mongo資料庫系統: 提供Cluster-3 instances。

✓ 支援第三方client軟體連線(ex: MySQL Workbech, Robo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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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 MySQL資料庫系統: 提供Replication 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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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DBS Service



Mongo
⚫ Mongo資料庫系統: 提供Cluster (3 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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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DBS Service



Inquiry

報表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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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頁面上您可以查詢各項目的資源使用量，包含：彈性計算服務(核心)、彈
性計算服務(儲存)、資料庫服務、負載平衡服務與物件儲存服務，並將這些資料
輸出成Excel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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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報表(Meter)



在這個頁面上您可以查詢外部網路使用量

(On this page, you can query the project's external network u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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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使用量(Usage)



可查詢操作者的操作紀錄

(Record user's operating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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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操作歷程(Operation Log)



虛擬機網路相關注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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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內部客戶特殊網路需求 (富鴻網)

請至 http://gncs.efoxconn.com填寫網路特殊需求單 (Ex. 想
要從辦公網 RDP 到有外網的 Windows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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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ncs.efoxconn.com


網路相關設定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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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系統上更動會影響系統的檔案

○ /etc/dhcp/dhclient.conf

○ /var/lib/cloud 內的所有檔案

● Ubuntu更動會影響系統的檔案

○ /etc/network/interfaces

○ /etc/network/interfaces.d/ 內的所有檔案

● Centos更動會影響系統的檔案

○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內的所有檔案



Advanced Information 

(進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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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資源變規(CPU/RAM/頻寬)

作業說明



◆ 隨著業務成長量狀態，當虛擬雲主機VM的CPU/RAM/網路頻寬(flavor)需要
進行變規升級時，本雲平台具備該項支援性。

⚫ 詳細可購買產品規格請洽業務

◆ 虛擬雲主機資源變規說明與條件:

⚫ VM 資源變規有制定的規格(flavor)能供選購。

⚫ 變規時會同時依據規格(flavor)進行vCPU數量/記憶體大小/網路頻寬
調整。

⚫ 本雲平台公網頻寬為10Gb/s，然為維護每位用戶的網路頻寬資源使
用權，FiCo VM預設每台網路頻寬QoS為80Mb/s。

⚫ 變規前: 請用戶先自行從OS VM關機 (若VM為開機狀態，則會被強
制重開機，恐有系統錯誤或資料丟失之風險).

⚫ 變規後: 用戶端可利用FiXo Portal控制台進行VM開機。

◆ 為防止過程中誤操作導致資料丟失，溫馨提醒如下:

1. 變規前: 建議用戶自行完成"資料備份"。

2. 變規前: 用戶必須完成"VM快照snapshot"，若否，會再次通知提醒&
延期變規 . 

3. 變規後: 用戶請自行登入VM 主機狀態排查，若有異常請通報。

備註: 玉山雲共享責任模型- 玉山雲會管理"雲端平台本身"的安全，但客
戶需自己維護"虛擬機內部"的安全。

雲資源變規概述



雲硬碟擴容

作業說明



◆ 隨著業務成長而數據量增加，因而產生硬碟容量增加的需求，用戶可以選擇
不同模式來擴展雲硬碟容量。
⚫ 詳細可購買產品規格請洽業務

◆ 擴容情境與條件:

⚫ 加掛一顆資料碟(Attached Data Disk)
➢ 無須關閉或重啟虛擬主機使擴容生效

➢ 用戶需新建分區與掛載硬碟

⚫ 擴容已有的雲硬碟(Disk Extend)

➢ 硬碟只允許加大，無法減小

➢ 有二種作業模式可供選擇(一、二)，但皆必須由用戶執行OS關機再利用FiXo
Portal控制台開機，驅始擴容生效。

➢ 擴容容量上限: (1)系統碟-小於等於500GB, (2)資料碟-小於等於4096GB。

➢ 系統碟擴容: 必須有足夠的空間，至少預留1GB以上，否則擴容系統碟後VM
虛擬雲主機可能會無法啟動。

➢ 資料碟擴容: 用戶需自行擴展已有分區(Extend partition)，或擴展成新建分區
(Shrink partition)。

◆ 為防止過程中誤操作導致資料丟失，溫馨提醒如下:

1. 變規前: 建議用戶自行完成"資料備份"。

2. 變規前: 用戶必須完成"VM快照snapshot"，若否，會再次通知提醒&延期
變規 . 

3. 變規後: 用戶請自行登入VM 主機狀態排查，若有異常請通報。

備註: 玉山雲共享責任模型- 玉山雲會管理"雲端平台本身"的安全，但客戶需
自己維護"虛擬機內部"的安全。

雲硬碟擴容概述



◆ “硬碟卸載(detached data disk)” 作業模式.

➢ 限制: 只適用Data disk ，不適用於 OS Disk擴容

➢ 作業程序:

1. [日期/時間] : 約定硬碟可”卸載”日期/時間. 請預留至少30分鐘。

2. [作業]: 雲高運維團隊執行”資料碟卸載detached data disk” & 硬碟
擴容作業

※作業期間會卸載data disk，因此作業前請用戶先行將VM關機，請
勿在虛擬主機執行Data Disk的讀寫作業.

※實際作業約需會有10分鐘的硬碟detached time。

3. [完成]: 作業完成後，由雲高業務通知客戶作業已完成，並稍後
提供更新交付文件*1份。

4. [確認]: 客戶端登入作業系統(linux/windows)確認擴容是否完成，
如有問題敬請通知。

作業模式(一)



作業模式(二)

◆ “VM 關機再開機” 作業模式.

➢ 限制: 適用OS disk & Data Disk擴容

➢ 作業程序:

1. [作業]: 雲高運維團隊執行玉山雲平台系統層次的硬碟擴容
設定作業

※此項作業預計不影響虛擬主機運行，如有異常發生敬請立即聯繫通知.

2. [通知與交付]: 作業完成後，由雲高業務通知客戶作業已完
成，並提供更新交付文件*1份。

3. [客戶作業]: 必需自行挑選時間完成VM關機再開機，始擴
容生效

Step1. 登入玉山雲user portal (https://jadecloud.dct-cloud.com/FiXo/)

Step2. VM 關機>>再開機

➢ 用戶必須VM OS內先執行關機>>再利用FiXo Portal 進行VM開機

(VM OS shutdown >> User Portal: FiCo Computing service>>Instance

>>more>>Power On)

※執行暖開機(Soft Reboot) 或在作業系統(linux/windows)內執行重開機(OS reboot) 預計是無效的。

※Linux 系統VM: 由user portal執行”Reboot(強制重啟)”，預計是可生效. 但不建議,以免因未正常關機
而造成系統異常。

4. [確認]: 客戶端登入作業系統(linux/windows)確認擴容是否
完成，如有問題敬請通知。



1. Linux 系統虛擬主機:
➢ Step1. SSH登入虛擬主機，使用命令lsblk查看硬碟容量

※ 確認後，請執行lvm rezise設定作業完成硬碟擴容

1. Windows 系統虛擬主機:
➢ Step1. 遠端桌面虛擬主機，查看硬碟=>Unallocated空間已新增

※ 確認後，請執行Extend volume/Shrink volume設定作業完成硬碟擴容

[客戶端] 擴容已有雲硬碟確認說明

範例:

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