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Wubuntu_miniserver 伺服器基本架設與系統升級
卓國興

此次的研習，仍以基礎為開始，之前已有許多相關或進階的文件，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與回饋，
以個人的經驗，對之前的文件做審視，去增刪一些內容，並將重點放置於如何快速設置常用伺服
器、如何管理與檢測基本連線問題、如何備份還原資料與如何輕鬆升級系統上，略分為下面七項
目標：(如果你是新手，請反覆練習1,2,3,5的目標，我們可以使用後面介紹的虛擬系統作為不斷演
練的練習平台)
1.如何使用內建的『伺服器快樂架』架設常用伺服器
2.如何自我檢測系統各伺服器的服務狀態與對外連線
3.ubuntu系統間版本的更新方法，把現在的11.04升級到11.10的方法說明，如何使用筆者設計的
shell工具升級系統
4.如何使用webmin管理DNS，虛擬Web站台，DHCP，SAMBA等服務，大量建帳號工具與
webmin的帳號管理工具
5.重要資料備份還原與各類常用伺服器的重要設定檔位置
6.如何快速開啟與關閉內建的簡易防火牆系統(gufw)
7.未來趨勢：虛擬機的安裝與應用簡介
 
目標一：如何使用內建的『伺服器快樂架』架設常用伺服器
從系統安裝完畢到安裝設定個種伺服器體，一般來說會耗上不少時間，對於工作繁多的『網管』
職務來說，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因此，初始安裝完系統，並且要立即提供必要的服務，伺服器快
樂架工具可以節省不少時間，或初接觸linux系統的人，架設基本的服務，但請不要把他當『萬靈
丹』來看，他是提供『初始』、『輕鬆』、『快速』的設定工具，若你有特殊需求，仍需做一些
細項調整，以達要求。
文件請參考：新版miniserver伺服器整合設定工具快速入門手冊
 
 
目標二：如何自我檢測系統各伺服器的服務狀態與對外連線
系統架設完成，最重要的就是要測試對外的連線，否則不要說服務了，連最基本的上網都會有問
題，這個部份會牽涉到一些指令的應用，不過都是一些常用的的網路指令，其實不會很難，但常
常被忽略了，基本上這些指令應是網管人員的好伙伴，但不知為何都被打入『冷宮』，作為網
管，我們不應該以瀏覽器來測試網路連線，應善加利用這些工具才是。
常用工具有：ifconfig, route, ip, dig, ping等，使用都很簡單，重點在看懂他所輸出的訊息，以作
為連線debug使用
文件請參閱：學校Server簡易檢測說明
 
 
 
目標三：ubuntu系統間版本的更新方法
此次預設使用的版本為11.04 base的，藉此機會，我們把他升級到11.10
據筆者所知，下一版的12.04 LTS，為了吸引更多企業使用Linux，Canonical將從Ubuntu 



12.04起，把LTS的支援期限延長至5年，所以，將目前的系統升級到11.10，做一次完整的練習，
之後依此方法升級到12.04，那麼，你將得到這麼長時間的更新支援時間，並且是簡易的，不需升
級費用與任何Licence的，往後只要升到下一版的LTS即可。
文件請參閱：ubuntu miniserver系統官方升級方法與細部修正
 
若覺得依照文件說明升級，並手動調整設定有困難，那麼，直接拿筆者寫好的shell程式來用，筆
者也將提供下一波11.10 > 12.04 LTS的升級工具
文件請參閱：ubuntu系統升級注意事項
shell程式下載：ftp://ftp3.tn.edu.tw/TWubuntu/UpgradeShell/miniupgrade1104to1110.sh
 
2012/07/09新增說明:
11.04與11.10的版本升級至12.04版的shell工具完成，請至：
ftp://ftp3.tn.edu.tw/TWubuntu/UpgradeShell/
下載，文件請參閱：ubuntu miniserver系統升級方法與注意事項-(11.04與11.10升級到
12.04).pdf
 
 
目標四：如何使用webmin管理DNS，虛擬Web站台，DHCP，SAMBA等服務
前面說過，請勿把『伺服器快樂架』當萬靈丹使用，應把他視為『初始化與快速』的設定工具，
當然，若使用文字見面的設定工具，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困難，一些常用的服務，我們可以使用
webmin這個web介面的工具，去做調整，將是輕鬆愉快的事情。
下載與安裝最新版的webmin:請連至 webmin.com 下載最新版 debain package套件

 
系統預設安裝的為1.550版
dpkg -l | grep web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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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sudo dpkg -i webmin_1.570_all.deb

啟動服務：
sudo /etc/init.d/webmin start
檢查服務的port(10000)是否正常啟用
netstat -lt -n | grep 10000
---------------------------------------------------------------------------------------
tcp    0  0 0.0.0.0:10000       0.0.0.0:*           LISTEN
---------------------------------------------------------------------------------------
如何於開機時啟動：
sudo rcconf

 
然後，啟動瀏覽器，輸入https://localhost:10000，輸入root的帳號與密碼即可。
 
關於webmin設定DNS與與你站台的部份，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二
)的第六單元
 
webmin設定DHCP服務：自11.04開始，dhcp server改用isc-dhcp-server
啟動：sudo /etc/init.d/isc-dhcp-server start
關閉：sudo /etc/init.d/isc-dhcp-server stop
觀察port(UDP 67)的啟用:
netstat -lu -n | grep 67
預設『伺服器快樂架』只能選擇租用台數，無法設定初始（10開始）與結束範圍，若初始範圍非



自己想要的起始值，需修改設定
sudo gedit /etc/dhcp/dhcpd.conf

修改完後，存檔，重新啟動isc-dhcp-server即可
sudo /etc/init.d/isc-dhcp-server restart
以上是最簡易的修改方式，但若你想進一步管理DHCP，了解目前的租用狀況，使用人數，IP與
MAC對應，立即將不守規矩的使用者踢出去，你可以使用webmin
由於webmin目前只認得dhcp3 server，所以，歸類到Unused Modules中，要做些小修改

第一次啟用，webmin認為你沒安裝套件或是模組組態設定錯誤，請點選『模組組態』，重新設
定。



以下修改原則，大致是：
把GMT時間改成localtime，不然，你會發現，租用檔的時間都少8小時

dhcp3 > dhcp
dhcpd3 > dhcpd
/etc/init.d/dhcp3-server > /etc/init.d/isc-dhcp-server
/var/run/dhcp3-server > /var/run/dhcp
/var/lib/dhcp3 > /var/lib/dhcp
如下圖，修改後，儲存即可

 
然後，就會出現預設的DHCP設定pool



詳細的設定，細節很多，對我們現階段而言，瞭解『方框』所標示的部份的作用即可
第1個方框就是設定IP的租用範圍
第2個方框則時『租約列表』，詳細紀錄使用者租用狀況，目前使用人數，IP與MAC對應，或立
即停止租用等

 



 

 
webmin管理samba
webmin來設定samba服務也是相當容易的，你可以新增要共享的目錄，可以檢視目前誰在使用
samba服務，都可以透過簡易的圖形介面設定

注意，使用samba服務，需要samba的使用者，通常，我們會把系統的使用者轉成samba的使用
者，以webmin設定，相當簡單：
點選『轉換Unix使用者到Samba的使用者』

 
這裡可以進行轉換設定，有中文說明，相當簡單



 
 
 
好了，你可以發現不是Unix的一般使用者身份的，都會被忽略，這裡只加入了系統的預設使用者  
> kawsing

 
接著，設定個別samba使用者的密碼(此處指的是samba密碼)

設定密碼，或停用該帳號等



 
使用『察看所有連線』可以監控當前samba服務的使用狀態

 
內建的大量建帳號工具與webmin的帳號管理
cd /opt/tools/Addusers
sudo su
gedit passwd.txt
-------------------------------------
帳號：密碼
-------------------------------------
大量建立並同步為samba使用者
(1). 僅大量建帳號, 不同步至 SAMBA
    ./addusers.sh add userpwd.txt
(2). 大量建帳號, 並同步至 SAMBA
    ./addusers.sh add userpwd.txt smbsync
 
(3). 大量刪除帳號(沒有 SAMBA 同步問題)



    ./addusers.sh del userpwd.txt
(4). 大量刪除帳號, 並結束與 SAMBA 同步
    ./addusers.sh del userpwd.txt smbsync
大量產生帳號後，請保留並備份該passwd.txt檔，建立新主機要產生一批相同帳號的使用者，或
者將來要復元主機，可以立即產生相同一批使用者，然後還原所有使用者的資料即可。
 
使用webmin的帳號與群組功能來管理使用者
系統 > 使用者與群組

 
比較重要的設定，是『使用批次檔一次建立....』與『Export batch file』

 
 
 
在建立批次檔之前，可以看看系統匯出的批次檔，然後依樣畫葫蘆，建立新使用者的批次檔



系統匯出的批次檔，格式如下，亂碼是編碼過的密碼

 
依照上面檔案，建立新的批次檔，密碼用明碼

 
 
 
點選『使用批次檔一次建立....』，匯入新的批次檔，建立新使用者，注意密碼使否編碼過選
『否』，讓系統重新編碼



 
OK！批次建立成功，但使用者的群組還沒建立

 
我們到群組選單，先匯出群組，看看其使用的格式

 
 



匯出的群組格式，相當簡單

依照格式，建立新使用者所屬的群組

回入新的群組批次檔，建立之



這樣就建完成了，留存你的批次檔，可備之後使用

 
 
 
目標五：重要資料備份還原與各類常用伺服器重要設定檔位置
作為伺服主機，自然會存放許多重要資料，包含網頁、資料庫、使用者的個人資料、FTP檔案庫
等資料，如何快速備份與復元，自然是重要的課題之一。
 
使用ssh+rsync進行備份與還原
miniserver系統，有內建一套簡易的shell工具，可以簡易對兩邊主機進行ssh的信任連線，在
ssh的加密機制下，使用rsync的同步備份，搭配cron的定時服務，定時備份重要資料
cd /opt/tools
sudo gedit ensshRsync.sh
修改以下的設定，請看中文說明，並修改成你所需的環境

遠端備份主機(這裡指203.68.102.65)請記的啟動ssh服務，並在/root目錄下建立.ssh目錄
 
本地主機：
轉成root身份
sudo su
執行shell
./ensshRsync.sh



 
到遠端主機察看，可以看到設定要備份的目錄都備份過來了，並且也保留正確的權限

 



使用cron定時備份
以root身份，執行：
crontab -e
我選vi做編輯器

如下圖，半夜2點，主機就會自動幫你備份資料

 
如何抓回備份出去的資料
以root身份
cd /opt/tools
./getMyBackup.sh
就會到備份主機去取回先前備份的資料，一樣放置於/root下
 
 
 
 
 
 
 
 
 
 
 
 
 
 
 
 
 
 
 



 
2012/07/10新增說明:
建議的備份架構如下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兩台主機各有兩片網卡，Master平時對外服務，兩台主機的eth0有相同的設
定，但Backup的eth0是對外斷線狀態，平時以eth1作備份工作，當master出現狀況或須為維護
時，Backup機就連上線，立即還原資料取代msater機，當前master機完成修復時，就暫時成為 
Backup機，作反向備份還原
當然，如果是Backup機先損毀，只要準備新機替代即可
以上是簡易的備援機制，雖沒有所謂HA的效果，但至少可以大大減短學校主機斷線時間
兩台主機可以是實體機，也可以把Backup主機使用虛擬機來架構，或兩台都使用虛擬機
 
我們研習的環境沒有這樣的實體架構，但可以使用VirtualBox在同一台主機上模擬以上的架構
MsterServer:
開啟兩個網路介面，第一個介面橋接到實體eth0網卡，第二個介面使用內部網路



 
BackupServer:
開啟兩個網路介面，都使用內部網路，如此，此台主機的eth0雖與master相同，但無法對外連
線，就不會干擾master的eth0，也就是模擬了建議的備份架構圖了!

 
兩台主機的eth0設定相同，但Backup主機eth0無法對外連線(內部網路)

 
 
 
 
 
 
 



 
 
 
 
 
 
 
 
兩台主機對連的eth1設定

 
彼此使用eth1的ip來互ping

 
 
 
 
 
 



 
 
 
 
 
 
 
 
 
 
如果有開啟預設防火牆設定，使用ssh+rsync功能之前，請先讓彼此的22 port可以互通

 
 
 
 
 
 
 
 
 



 
 
 
 
 
 
 
測試以Private IP來進行 ssh的連線設定

 
若可以連線，就可以把之前的ensshRsync.sh以private IP來做備份，並縮短備份時間，如每5分
鐘就備份一次
 

crontab -e
*/5 * * * * /opt/tools/ensshRsync.sh
 
 
常用伺服器的設定檔位置
DNS：
/etc/bind/*
更多說明，請參閱：IP擴充SOP
 
Apache2：
/etc/apache2/*



更多說明，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二) > 3.認識apache2
 
SSH：
/etc/ssh/*
更多說明，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 > 1.SSH遠端登入服務
 
VSFTP：
/etc/vsftpd.conf
更多說明，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二) > 5.基本NAS服務
 
SAMBA：
/etc/samba/*
更多說明，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  > 8.samba服務
 
關於各種服務，如何於開機時啟動
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 > 主機如何開機後，立即啟動我所需要的服務
 
 
 
目標六：如何快速開啟與關閉內建的簡易防火牆系統(gufw)
由於學校端外埠都有硬體的防火牆保護，實際上此處可以不設，但若加強系統本身的安全性，
或防內部有心人士入侵，還是可以對本機設定防火牆保護，像是先前使用的webmin的10000 
port等，你都可以使用圖形介面的gufw來設定防火牆規則，以及如何去啟動與關閉防火牆規則
等。
執行：
sudo gufw
若你在『伺服器快樂架』中，有啟動預設規則，那麼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規則設定
相關文件請參閱：TWubuntu_MiniServer的安裝與架設 >『網路安全』的單元
 
 
目標七：未來趨勢：虛擬機的安裝與應用簡介
安裝virtualbox-ose，你可以virtualbox的開源版來架設虛擬電腦，不論是Windows或是Linux系
統，都非常簡易，而且只要資源分配得宜，你可以於一台實體電腦中建立許多真正可提供服務的
主機，事實上，中心目前有許多主機都是建立於虛擬系統之上，並且也24小時的提供服務，證明
現在虛擬電腦的效能已經可比擬真正的實體主機，並且在主機的靈活度、轉移能力、新增磁碟空
間、功能測試、快照備份與還原、虛擬網路系統環境，都提供了許多好用與簡易的設定
 
另外，我們也擁有原生KVM的虛擬系統（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s），來提供虛擬系統使
用，並且也擁有簡易的圖形介面設定工具，而這些，都將是邁入雲端系統的重要階段
通常，我們稱呼安裝虛擬系統的實體機為 Host OS，而安裝在裡頭的虛擬電腦為 Guest OS



當然，對初入門的使用者而言，virtualbox-ose擁有較簡易的設定環境，此處就以他為基礎，簡介
其安裝與應用的部份
請於Host OS安裝virtualbox-ose，因為需編譯核心，請先檢查你目前的核心版本
uname -r
--------------------------
3.0.0-12-generic
--------------------------
sudo apt-get install linux-headers-3.0.0-12-generic virtual-ose virtualbox-ose-dkms
安裝的過程中，ubuntu會自動幫你編譯好核心，只要注意 linux-headers- xxx的版本是正確的即可
安裝好之後，我們可以利用virtualbox來安裝miniserver，使用橋接介面，獲得真實IP，然後提供
服務，製作快照，快速再製等，玩玩看，你可以發現，安裝的虛擬電腦，是真正可以提供各種服
務的主機
安裝為Guset OS的miniserver系統，請登入並幫他安裝acpid套件，這樣，方能使用『傳送關機訊
號』的功能來正常關閉Guset OS的miniserver

1.登入 Guset OS miniserver
2.sudo apt-get install acpid
3.sudo reboot
 
在虛擬系統正常運作的miniserver系統



 
簡單的再製功能：需要第2台主機嗎？用『桃莉羊』幫你在建立一台，記得要『再製』的
sample主機要處於關閉狀態，這也意味著，你可以事先建立一台空機系統，然後依需求，隨時建
構新的主機出來

 
如何開機時啟動你的虛擬電腦



列出你安裝的虛擬電腦
VBoxManage list vms 
 
請於/etc/rc.local檔案中，寫入以下的指令即可(把主機一、主機二替換成你的vm名稱即可)
---------------------------------------------------------------------------------------------------------------------
for name in "主機一" "主機二" 
do

su kawsing(使用者名稱) -c "VBoxManage startvm $name -type headless"
done
---------------------------------------------------------------------------------------------------------------------
依照上面的方法，你的虛擬電腦將於Host OS重新啟動後，於背景執行，你無法使用圖形介面的
管理工具去停止他，若需要停機，則需要下指令：
正常關機：(Guest OS請務必安裝acpid才有用)
VBoxManage controlvm "vm名稱" acpipowerbutton
強制關機：
VBoxManage controlvm "vm名稱" poweroff
 
以上是簡易簡介這次虛擬系統的主角 virtualbox-ose 的簡易應用，作為第一次接觸的入門，將來
有機會，將會開專門的虛擬系統研習課程，並也會介紹另一個開源、強大的虛擬系統 KVM，你會
發現，虛擬系統會帶給你更多的方便與驚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