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ndows Azure 是一種開放式且彈性的雲端平台，
可讓您橫跨 Microsoft 管理的全球資料中心網路，
快速建立、部署和管理應用程式。

您可使用任何語言、工具或架構建立應用程式。
您可以將您的公用雲端應用程式與現有的 IT 環境
整合。

全球

有了全球的 8 個資料中心和內容傳遞網
路，您就可以建立應用程式，甚至可為
最遠的地方提供最佳的體驗。

永遠開啟

Windows Azure 支援部署模型，可讓您
升級應用程式而不需要停機。

自我修復

Windows Azure 會提供自動 OS 和服務
修補、內建網路負載平衡和硬體故障的
彈性。Windows Azure 會提供 99.95% 
的每月 SLA。

自助式服務

這是全自動的自助式服務平台，可讓您
在幾分鐘的時間內佈建資源。

彈性的資源

根據您的需求快速調整資源。您只需支
付應用程式使用的資源費用。

企業整備性

以安全性和規範的企業憑證為後盾，從 
ISO 27001、SSAE 16、HIPAA BAA 到歐
盟示範條款，應有盡有。

任何語言

Windows Azure 可讓您使用任何語言、
架構或程式碼編輯器來建立應用程式，
包括 .NET、PHP、Java、Node.js、Python 
和 Ruby。GitHub 有提供用戶端程式庫。

開放式通訊協定

使用開放式 REST 通訊協定時會公開 
Windows Azure 功能和服務。

已連接

使用 Windows Azure 強大的訊息功能來
傳遞混合式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會
在雲端和內部部署環境中執行。請透過
虛擬網路將您的資料中心擴充到雲端。

豐富的應用程式服務

Windows Azure 會提供一組豐富的應用程
式服務，包括 SDK、快取、訊息和識別。

資料

您可以使用關聯式資料庫、NoSQL 和未
結構化的 blob 儲存體來儲存資料。您可
以使用 Hadoop 和商業智慧服務，更深度
探索巨量資料所隱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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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服務是在 Windows Azure 伺服器上執行的一種周全的後端解決方案，它會提供類似儲存資
料、查詢、管理識別及發送通知到手機等功能。此外，當您執行 CRUD 作業時，也可以在伺服
器上執行指令碼來執行自訂邏輯。

虛擬機器可以在 Windows 和 Linux 作業系統上執行。從儲存為 blob 的虛擬硬碟映像建立 VM。
在本機建立 VHD 並將其上傳、從庫存組件庫選擇或修改執行中的 VM，並將映像儲存到個人組
件庫。

雲端服務是由面對網際網路的 Web 角色以及執行背景工作的背景工作角色所組成。Web 角色可以將
運算工作卸載到背景工作角色，而且可以透過佇列將工作散發到背景工作角色的調整式集區。所有
角色都可以存取資料存放區和其他服務。

Media Services 會提供精選的服務來進行編碼及保護資料流媒體 (例如影片和音樂)。請放下高
解析度的來源內容，並將其轉換成多種位元速率，以便在各種不同的裝置上播放。以資料流
方式處理到 HD、DVD 和電話。

在網站中，您可以共用 VM 內的空間或是保留整部機器給您的網站。您可以使用 SQL Database 
和 MySQL 資料庫來建立網站，也可以從組件庫部署常見的開放原始碼軟體。您可以在 Windows 
Azure 入口網站使用滑動軸，向外延展到更多執行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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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您可以在網站中開始免費使用 Web 應用程式。然後在後
續的作業中調整：

• 使用任何工具 (VS、文字編輯器) 或語言 (ASP.NET、
PHP、Python、Node.js) 建立

• 在不到 5 分鐘的時間內從組件庫啟動 Web 應用程式
• 使用 TFS、GIT、FTP 或 WebDeploy 部署
• 選擇 SQL Database 或 MySQL
• 以共用模式或保留模式立即調整
• 使用經濟實惠的自訂網域名稱

行動服務

有了行動服務，您可以使用 Windows Azure 支援許多後
端功能：

• 行動裝置平台適用的 Native Client 程式庫，包括 
Windows 市集、Windows Phone 8 和 iOS

• 向識別提供者進行使用者驗證，包括 Facebook、
Twitter、Google 和 Microsoft 帳戶

• 行動應用程式的發送通知
• 用於資料存取和驗證的 REST 架構 API
• 監視和資料視覺效果，顯示您的行動服務的使用情況

運算

虛擬機器

有了虛擬機器，您會取得雲端伺服器的完整控制權，並根
據您的業務需求加以維護：

• 引進自訂 Windows Server 或 Linux 影像或是從圖庫選取
• 移轉應用程式而不需要變更現有的程式碼、順暢地將 

SharePoint、SQL Server 或 Active Directory 移轉到雲端
• 持續地儲存 OS 和應用程式資料
• 以完整系統管理員存取權限遠端連接來控制您的虛擬機器

雲端服務

有了雲端服務，您可以快速地部署和管理多層應用程式，
而 Windows Azure 會在這些應用程式中處理詳細資料：
佈建、負載平衡、持續可用性的狀況監視：

• 使用專用 IIS Web 伺服器，以 Web 角色主控前端 Web 
應用程式

• 執行非同步、長期或永久性工作，與背景工作角色的使
用者互動無關

• 以 VM 角色針對類似複雜應用程式安裝和支援向外延展
雲端模式的情況來建立

SQL REPORTING

Windows Azure SQL Reporting 可讓您在 Windows 
Azure 應用程式中建立報表功能。報表可以呈現在桌面，
而且不需要維護您自己的報表基礎結構：

• 建立含有資料表、圖表、地圖和量測計的報表
• 在私用和公用雲端部署相同的報表配置
• 當 SQL Database 是您的資料來源時，使用報表設計師
或報表產生器建立報表

SQL 資料同步

SQL 資料同步可讓您在 Windows Azure SQL Database 與 
SQL Server 或其他 SQL Database 執行個體之間建立及排
程一般同步處理：

• 根據預設排程或視需要同步處理資料
• 使用直覺式 Web UI (而非撰寫程式碼) 來管理同步處理
• 在內部部署與雲端資料集之間以及橫跨地理位置分散的
資料庫同步處理

資料服務

HDINSIGHT

根據 Apache Hadoop，HDInsight 透過與類似 Microsoft 
Office 和 System Center 等工具的整合來簡化處理大型資
料的程序：

• 快速讀取和處理大型結構化或未結構化的資料存放區
• 視需要建立 Hadoop 架構叢集
• 與 SQL Database、Reporting Services、PowerPivot、

Excel 和 Windows Azure 儲存體整合
• 使用 Pig、Hive 和其他生態系統工具
• 使用類似橫條圖和圓形圖等基本視覺效果快速地開始使用

SQL DATABASE

針對需要完整功能之關聯式資料庫 (服務形式) 的應用程式，
SQL Database 提供了高層級的互通性，讓您使用許多主要
的開發架構來建立：

• 只需支付使用部分的費用
• 使用現有的關聯式資料庫設計和程式設計技能來建立企
業等級應用程式

• 將多個重複資料複本複寫到多部實體伺服器，以提供高
可用性

• 使用匯入/匯出來簡化將現有內部部署資料庫移轉到雲
端的程序

儲存體

儲存體服務提供多個選項，讓您以安全的方式管理資料而
且可透過 REST API 加以存取：
• 資料會在橫跨地理位置不同之網域的相同資料中心至少
複寫三次，而且也會以地理位置方式複寫到另一個資料
中心

• 使用 blob 最多可針對未結構化文字或二進位資料 (視訊、
音訊和影像) 的每個帳戶儲存 100 TB

• 在資料表中使用 NoSQL 功能最多可針對未結構化資料的
每個帳戶儲存 100 TB

• 使用佇列可在應用程式層之間建立可靠、持續的訊息

儲存

儲存

Windows Azure Store 會直接從 Windows Azure 管理入口
網站提供應用程式服務的快速可搜尋能力、順暢存取和輕
鬆管理，並為開發人員提供資料集：

• 從 Windows Azure 管理入口網站瀏覽目錄，並直接從入
口網站購買

• 輕鬆探索您需要增強的服務，並擴充您所建立的應用程式
• 與您的 Windows Azure 開發工作流程整合

流量管理員

流量管理員會針對橫跨相同或不同資料中心執行之多個服
務的連入流量進行負載平衡。客戶會設定原則，這些原則
會在其網域名稱上套用到 DNS 查詢：
• 管理流量來確保高效能、可用性和靈活性
• 從不同的路由方法選擇，例如效能、容錯移轉和循環配
置資源

• 在服務當機時提供自動容錯移轉功能

虛擬網路

Windows Azure 虛擬網路可讓您在 Windows Azure 中佈
建和管理虛擬私人網路 (VPN)，並安全地將這些網路連結
到內部部署 IT 架構：
• 建立傳統的「站台對站台」VPN，以安全的方式透過 

IPsec 通訊協定調整您的資料中心容量
• 依主機名稱連接到您的角色執行個體和虛擬機器
• 為虛擬機器設定 DNS 設定與 IP 位址範圍來控制您的網
路拓撲

連接

Windows Azure Connect 提供了 Windows Azure 服務與
內部部署資源 (例如資料庫伺服器和網域控制站) 之間的代
理程式架構、機器與機器的連接：

• 建立在混合式環境中主控的分散式應用程式，以維護內
部部署基礎結構的安全連接，而不需要自訂程式碼

• 透過在您的本機開發電腦與 Windows Azure 中主控的
應用程式之間的直接連接，使用內部部署的相同工具在
遠端偵錯您的應用程式

網路

內容傳遞網路 (CDN)

Windows Azure CDN 在最靠近您的客戶的位置快取內容來
提高應用程式的效能，好讓您可以為應用程式提供最好的
體驗：

• 針對遠離內容來源，而且使用的應用程式需要許多網際
網路旅程才能載入內容的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效能

• 充分利用分散式調整來管理流量的尖峰 (例如產品上市)
• 只需要按一下就可以在 Windows Azure 管理入口網站中
啟用

SERVICE BUS

Service Bus 訊息會啟用雲端或內部部署的應用程式之間鬆
散結合的通訊，以提升規模和靈活性。
它會提供廣泛的通訊、大型事件散發、命名和服務發行等
功能：

• 佇列會保證以先進先出的方式傳遞訊息
• 主題可供訂閱，好讓收件者選取特定的訊息來閱讀
• 代理訊息模型允許傳輸訊息，即使寄件者和收件者並未
同時在線上

存取控制服務 (ACS)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存取控制使用消費者識
別提供者或內部部署 Windows Server Active Directory，
針對 Windows Azure 中的應用程式提供您集中式驗證和
授權：

• 將複雜的驗證邏輯移出您的程式碼
• 協調使用者的驗證和授權
• 與消費者識別提供者 (例如 Windows Live ID、Google、

Yahoo 和 Facebook) 整合

應用程式服務

MEDIA SERVICES

有了 Media Services，您可以建立工作流程，以便在 
Windows Azure 中快速且輕鬆地建立、管理和散發媒體：
• 使用預先建立的第一方技術和協力廠商技術，建立、
管理及散發內容給多個裝置和平台 (Xbox、Windows、
MacOS、iOS、Android)

• 透過 REST API 輕鬆地整合您已經使用的工具和程序
• 安全地儲存單一組原始程式檔，並動態地傳遞到多個格
式，而不需要中繼檔案

快取

快取可幫助應用程式進行調整，並且在負載之下有更好的
回應能力 (方法是讓資料更靠近應用程式邏輯)：
• 選擇受管理的多租用戶共用快取，或是使用現有或專用 

Web/背景工作角色的快取
• 變更虛擬機器大小或是您的角色的執行中執行個體數目
來輕鬆調整

• 減少延遲和增加輸送量
• 透過 Memcached 通訊協定啟用現有的 Memcached 應
用程式

• 建立大於 100 GB 的快取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是一種現代化的 REST 架
構服務，它會提供雲端應用程式的識別管理和存取控制
功能：

• 將內部部署 Active Directory 擴充到 Windows Azure 和
其他雲端服務

• 根據登入程序、驗證和同盟服務的集中式原則來管理應
用程式的存取

• 當您訂閱其他 Microsoft 雲端服務 (例如 Office 365) 時，
使用一致的單一登入和數位版權管理技術

喜歡它嗎？
立刻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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