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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基於Ubuntu社群及Linux本身多年發展，Ubuntu桌面系統已成為全球數以千計的開

發團隊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作為最可靠、最安全和功能最多的桌面操作環境之一，

Ubuntu帶來了無與倫比的自由度和可控性。

在本白皮書中，我們將探討上述因素、重點闡述Ubuntu如何在桌面、伺服器、雲端

和物聯網上提供最快的開發和部署路徑，並論述超過240個國家和地區的開發人員

和領先技術公司將Ubuntu作為首選桌面作業系統的理由。

簡介

在Canonical，我們堅信開放原始碼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正因如此，我們在創造

Ubuntu的同時建立這樣一家公司，以期為Ubuntu拓展更廣闊的市場。從遷移、管理

和支援等各方面，我們為全球各地政府和企業的Ubuntu部署提供協助服務。

在Canonical，我們堅信開放原始碼具有改變世

界的力量一正因如此，我們在創造Ubuntu的同

時建立這樣一家公司，以期為Ubuntu拓展更廣

闊的市場。我们的服務可从遷移、管理和支持等

各方面为全球各地政府和企业的Ubuntu部署提

供帮助。

Ubuntu的盛行，大多得歸功於眾多軟體發展人

員對它的青睞。然而，Ubuntu桌面之所以能成為

備受各應用領域（包括全棧網站開發、安卓應用

程式開發、機器學習、資料科學、機器人技術、自

動駕駛汽車和嵌入式裝置開發）青睞的開發平台

，靠的又是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將重點介紹開發人員選擇Ubuntu Desktop的六個主要原因。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的首選

Ubuntu是許多新興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AI）、機器學習（ML）和深度學習（DL））的首選作

業系統。

深度學習是一個正吸引巨額投資的成長型市場，Google、亞馬遜和微軟等全球知名公司

亦爭相投資構建與深度學習有關的專用工具。就AI、ML，及DL而論，沒有哪個作業系統

在資源庫、教學課程和示範的深度和廣度上能與Ubuntu匹敵，亦無哪個作業系統能像

Ubuntu這樣為最新版本的免費開放原始碼平台和軟體提供支援。這就是Ubuntu成為許

多主流深度學習架構（包括OpenCV、TensorFlow、Theano、Keras和PyTorch）首選作業

系統的原因。

在已運用圖形處理器（GPU）改變AI面貌的基礎上，NVIDIA又開始在Linux投資統一運

算裝置架構（CUDA），以期釋放其最新研發顯示卡在通用運算領域的強大功能。這些顯

示卡可透過主機板傳統周邊元件擴展介面（PCI）插槽或外部Thunderbolt介面卡新增至

Ubuntu，向小型筆記型電腦及大型機架式電腦元件或介面新增一系列處理容量較大的

硬體。

行業領軍者NVIDIA將Ubuntu視為適用於

深度學習環境的首選作業系統。正因如此，

其專門為深度學習而構建的DGX系統才會

運行於Ubuntu。

此外，Canonical還與Google合作開發了Kubeflow一種用於快速構建元件化、可移

植、擴展式機器學習堆疊的解決方案。Kubeflow簡化並加速AI工具和架構的安裝過

程，有助於NVIDIA通用圖形處理器（GPGPU）更方便好用。構建可用於生產環境的堆

疊是一項複雜任務，經實踐證明往往對機器學習的採用構成阻礙。然而，開發人員可

在Ubuntu桌面使用Kubeflow來消除這種阻礙。

當前，幾乎每個行業的人都在開發數不勝數的深度學習應用程式，無論是即時偵測財

務詐欺還是瞭解遺傳密碼。而從矽谷到華爾街，Ubuntu始終如一為這些專案提供大力

支援。僅在自動駕駛汽車領域，Ubuntu為其提供支援的公司涵蓋英特爾、NVIDIA、三

星 和百度等大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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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buntu.com/ai
https://www.nvidia.co.uk/object/cuda-parallel-computing-uk.html
https://www.nvidia.com/en-us/data-center/dgx-systems/
https://www.ubuntu.com/ai/features
https://www.kubeflow.org/
https://ubuntu.com/blog/infographic-ubuntu-connects-everything
https://ubuntu.com/blog/infographic-ubuntu-connects-everything


跨越多個平台提供一致的 OS 體驗

可以說，在Ubuntu上進行開發的最大優勢在於，使用者能在桌面上使用與在

伺服器、雲端和loT裝置上進行開發時所用系統完全相同的基礎作業系統。

Ubuntu所有版本均配備相同的套裝軟體，以及同等簡潔直觀式使用者介面，

確保開發人員於整個專案期間在不同平台之間輕鬆地切換。

這種一致的Ubuntu體驗，使得全球部署之前的本機測試過程變得更加容易—

得益於此，開發人員能在桌面和目標生產環境執行相同的軟體，實現從開發到

生產的平滑過渡。

在Al、ML及DL專案中，開發人員通常先在桌面構建模型，隨後再使用伺服器進

行大多數的實際資料處理。透過使用Ubuntu桌面和Ubuntu Server，開發人員

的桌面環境與伺服器環境完全一致。這種一致性，使得AI模型上的反覆運算速

度大幅度加快，從而為通常涉及反覆試誤的此一領域節省大量時間。

在高端Ubuntu工作站上

開發AI模型

透過硬體加速在裸機Kubernetes

或公用雲端的機架上訓練

部署至邊緣和IoT

工作站 機架 雲端 物聯網

訓練和分析 開發/測試/部署 感應器/感知
圖1：

從雲端到邊緣、跨越一致的Ubuntu平台、使用Kubeflow開發機器學習體驗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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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構建IOT解決方案的使用者能在構建並無縫式部署至運行Ubuntu Core的

IOT硬體之前，使用其首選工具在Ubuntu桌面上快速輕鬆地開發和偵錯軟體。即使

在部署之後，IOT解決方案通常亦需要與其他裝置進行互動，以執行測試或離線運

算。因此，在整個環境中運行同一類0S基礎，對於確保系統之間順利整合越發重

要。

Small Robot Company

對於雲端和伺服器開發人員而言，情況亦是如此。借助Ubuntu桌面，開發人員可以

先在桌面上開發、測試和打包軟體。然後，再將軟體部署至運行相同基礎作業系統

的雲端。更值得一提的是，Canonical與公用雲端供應商的深厚關係，確保了

Ubuntu是所有公用雲端上最卓越的OS。

在開發和生產流程使用Ubuntu，有助於大幅提高開發人員的工作效率。因為在這

種情況下，開發人員不必考慮作業系統之間差異，亦無需撥冗解決軟體變化引發的

問題。這些因素加快了創新速度，使開發人員更快地將其開發的應用程式推向市

場。

「在Small Robot Company，我們不僅將 Ubuntu用於

耕作機器人、農場設施（犬舍）和掘進機，還在亞馬遜雲

端服務（AWS）上的雲端運行Ubuntu。Ubuntu為我們系

統提供一致、安全和易於理解的基礎。」

Small Robot Company首席機器人專家Joe AUn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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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snap簡化分發過程

對於專研Linux的開發人員，snap提供了一種打包和分發應用程式的理想方法。Snap是運

行於桌面、雲端和IOT裝置之上的容器化應用程式。它們易於建立和安裝，能夠安全執行和

自動更新。而且，snap與其仰賴的所有應用程式是採用捆包式。它們無需經過修改，即可

在所有主要Linux系統上運行。

開發人員可使用Snapcraft命令列工具來構建snap，從而極大幅度簡化歷來複雜的打包工

作。Snapcraft使開發人員能自動向使用者發佈其應用程式的新版本，提供與使用者群體有

關的重要見解。例如，Canonical進行的研究表明，在IOT裝置領域，69%客戶皆不會手動更

新其互聯裝置。因此，對於確保使用者掌握最新資訊和保證使用者安全而言，自動更新顯

得至關重要。這種自動化功能有助於帶來順暢的客戶體驗，使開發人員免於為較早版本的

產品提供支援。

Snap自動更新功能減輕了軟體供應商的維護工作。因為透過此一功能，供應商可以將整個

使用者群體遷移至當前版本，而無需實施干預，從而大幅度減少管理方面的支援請求。同

時，使用者亦將在服務不中斷的情況下，得以享受最新版本的益處。在涉及使用者群體龐

大的網路式服務（例如Skype和Slack）時，此功能對於提供無縫式體驗而言極為有用。

在發佈snap時，Snap Store為開發人員提供一種完美方法，使開發人員可在同一處發佈適

用於多種架構或多種發行版本的免費或付費應用程式。Snap Store還實現了開發人員透過

不同管道（例如穩定版、候選版、測試版和邊緣版）發佈應用程式的可能性。透過這些管道，

開發人員可先發佈穩定性稍次的版本，為使用者提供提前使用新功能的選項，從而大規模

測試所作的更改。

在涉及發佈緊急安全修復程式或其他重要更新時

，snap能使開發人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新版

本。Fingbox網路安全工具包的幕後公司Fing，便

是利用snap在短短數小時內，實現向超過30,000

台IoT裝置發佈關鍵更新之創舉。

Snap Store在數千萬個Linux系統上都是預設存在。因

此，它通常有助於開發人員利用其應用程式吸引更多

使用者。

對於專研IoT的開發人員而言，snap也是一種出色的

解決方案。因為，運行Ubuntu Core的裝置能像運行

桌面一樣輕鬆地執行snap。在使用x86和ARM的

Snapcraft之前，開發人員可以先在本機測試snap。

開發人員自身亦能以使用者身份，從其他方面利用snap。供應商提供大量可直接取得並用

作snap的暢銷型應用程式，這使得開發人員能輕易找到並安裝最好的工具，包括Slack、

Android Studio、Visual Studio Code、幾乎整個JetBrains套件及數不勝數的其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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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napcraft.io/
https://snapcraft.io/
https://pages.ubuntu.com/IoT-Security-whitepaper.html
https://snapcraft.io/blog/skype-discuss-easing-linux-maintenance-with-snaps
https://snapcraft.io/blog/building-slack-for-the-linux-community-and-adopting-snaps
https://snapcraft.io/store
https://blog.ubuntu.com/2018/06/28/fing-snaps-up-30000-customers-with-a-secure-future-proof-iot-device
https://blog.ubuntu.com/2018/06/28/fing-snaps-up-30000-customers-with-a-secure-future-proof-iot-device
https://snapcraft.io/iot
https://ubuntu.com/core


硬體和軟體自由度

Ubuntu桌面由Canonical的工程師團隊在商業供應商、Ubuntu社群和Linux生態

系統等多方貢獻下開發而成。在Canonical，我們在彙集最佳Linux桌面發行版本的

同時，還確保Ubuntu提供無與倫比的全面硬體支援。

我們團隊會定期從各個層面檢查和認證裝置堆疊，亦重點關注音訊、藍牙、輸入裝

置、顯示卡、FireWire、網路、電源管理、存放裝置等。這意味著Ubuntu使用者可以

隨意升級其硬體，還能新增額外的記憶體、存放裝置、GPU卡和其他元件，而不會

受到作業系統的任何限制。這使得Ubuntu成為具備多元化硬體基礎設施或特定硬

體要求的公司的理想之選。

同樣，Canonical致力於確保Ubuntu Desktop上的開發人員能最大幅度存取龐大

的軟體發展工具庫，並確保這些工具始終處於最新版本。由於Ubuntu會定期發佈

更新，其工具庫中的工具始終處於最新版本。得益於此，開發人員無需費盡心思尋

找所需的最新工具，就能輕鬆地始終走在行業前沿。

此外，使用者還可利用眾多的程式設計語言編譯器、整合式開發環境（IDE）和工具

鏈，從桌面對準英特爾、ARM、Power、s390x和其他專用環境。

這一層面的硬體和軟體支援，對於確保開發過程的順利進行至關重要。若沒有這

等支援，開發人員可能必須花費大量時間解決相容性問題，甚至有礙於在其應用

程式上取得進展。Ubuntu彈性優勢有助於提高相容性並加快開發速度，消弭選擇

元件和解決方案時可能出現的問題。

「Ubuntu在各方面都滿足我們的要求。它能提供我們

一直渴求的出色硬體支援。得益於Ubuntu在市場上的

普及度，大多數供應商在與Ubuntu系統整合方面均擁

有豐富的經驗。」

BotsAndUs首席技術長Adrian Nego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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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ubuntu.com/2018/04/16/botsandus-build-a-social-robot-on-ubuntu


來自Canonical和Ubuntu社群的廣泛支援

無論作業系統的其他功能多麼引人注目，如果它無法為開發人員帶來穩定性、安全性

和持續更新，那也無濟於事。正因如此，Canonical 推出 Ubuntu LTS（長期支援）版本

，承諾在五年內免費提供包括關鍵漏洞修復、安全更新和硬體啟用等一系列支援。

LTS版本可享受定期硬體啟用更新，該等更新可對所有最新處理器和硬體提供支援。

同時，這些更新亦提供發佈全新動態編譯連結的機會，該連結已包含所有安全和性能

修復程式。這意味著一旦安裝該等更新，使用者便可更快地準備就緒。

借助 Canonical 的 Livepatch 服務，Ubuntu 使用者甚至還能在不重啟系統的情況下

，啟用關鍵核心安全修復程式。該服務有助於在確保合規性和安全性的同時，最大幅

度減少停機時間。

在使用Ubuntu Desktop時，也能輕鬆取得協助。Ubuntu擁有龐大的開發人員和應用

程式生態系統，還有眾多論壇，為使用者提供涵蓋新使用者說明及技術和軟體發展討

論在內所有內容資訊。無論涉及哪個主題，Ubuntu社群皆樂於運用淵博的知識體系，

為使用者提供豐富的見解。

若使用者希望為其Ubuntu部署帶來增值，想要獲得更強大的支援和安心，還可選擇

使用Canonical提供的商業支援包 Ubuntu Advantage。 Ubuntu Advantage涵蓋

Canonical專家提供的全天候電話和網路支援服務、對世界一流知識庫的獨家存取

權、額外付費的專職工程師服務，以及更多其他支援。

下列清單提供初始指引，以便您從眾多社群和生態系統中尋找最佳Ubuntu支援：

• AskUbuntu

• IRC channels

• Community help wiki

• Ubuntu docs

• Ubuntu tuto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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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buntu.com/livepatch
https://askubuntu.com/?_ga=2.238266568.972725726.1541408482-828934968.153259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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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認證的硬體

Canonical與全球領先的硬體合作夥伴合作，在各種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

預先載入和預先測試Ubuntu。客戶可以從數百種個人電腦配置中進行選擇，

直接在戴爾、惠普、聯想等處購買。

經認證的硬體旨在滿足仰賴Ubuntu進行開發的企業、政府、公共和教育部門

等各家組織的需求。當使用經認證的硬體時，客戶可確信自己的個人電腦能立

即與Ubuntu完美契合，無需花費時間進行安裝。

這些經認證的裝置可帶來各種益處，包括工廠級品質保證標準、全面支援，以

及與基本輸入/輸出系統（BIOS）、元件和面板層級認證的緊密整合。

點按此處，查看經認證的硬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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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buntu.com/certified


主要優勢

如本白皮書所示，透過使用Ubuntu Desktop，開發人員受益良多。主要益處可總

結如下：

• Ubuntu提供無比全面的硬體和軟體支援。

• Ubuntu是AI和電腦視覺領域最新前沿研究的首選平台。

• 開發人員能在桌面上使用與在目標生產環境中所用套裝軟體完全相同

的套裝軟體。

• Snap和Snap Store提供一種簡單方式，以便在雲端、桌面和loT裝置上

分發適用於Linux系統的應用程式。

• Canonical為Ubuntu LTS版本提供長達五年的漏洞修復、安全更新和硬

體啟用支援。

• 全球Ubuntu大社群始終樂於為使用者提供教育、故障排除和想法探討

方面的協助。

• Canonical提供Ubuntu Advantage。這是一種企業支援包，有助於使用

者從Ubuntu部署中獲得更多價值。

無論開發人員從事何種工作，Ubuntu桌面都是他們的完美助手。憑藉可靠性、安

全性和無可比擬的全面支援，從開發到生產再到分發等各環節，Ubuntu為使用

者帶來各種最佳路徑。

若您有興趣瞭解並取得 Ubuntu Advantage 支援，請點按此處

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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