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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AV-TEST 認證可主動
防禦勒索軟體攻擊的備份軟體

榮獲 G2 Grid for Server Backup 
評為領導者象限



適合各類型企業，最可靠、最簡單的備份解決方案

安克諾斯 Acronis 透過其創新的備份、防勒索軟體、災
難復原、儲存、企業檔案同步與分享解決方案，為網路
防護及混合雲儲存技術樹立標竿。人工智慧型主動防護
技術、區塊鏈驗證及獨特的混合雲架構，均有效提升了
安克諾斯 Acronis 的運作效能，可在任何環境和應用程
式中全面保護資料。安克諾斯 Acronis 於 2003 年在新
加坡創立，如今已廣獲全球超過 500 萬名消費者及 50
萬家企業信賴，百大最有價值品牌中便有 79 個是我們
的客戶。

台*市議會、教*局、台*電力、台*中油、中*電信、臺灣港*局、故宮*院、消*署、高*國際航空站、勞*局、台灣高*、悠*卡、水*署、漁*
署、衛*部、海*署、立*院、國家安*局、彰化*警察局、彰化*議會、臺*捷運、台*地方法院、國泰世*銀行、台*銀行、永*金證券、富*金
控、上*銀行、遠*銀行、王*銀行、中*信託證券、緯*資通、仁*電腦、中*鋼鐵、川*重工業、寶*工業、日*光半導體、達*電子、中*鋼鐵
、世*先進、群*電子、兆*電子、奇*實業、光*牧場、僑*化工、群*光電、台灣大*大、全*實業、全*便利商店、遊戲*子、漢*美食、中*電
信、路*莎咖啡、棉*田、誠*物流、淡*大學、台灣師*大學、台北科*大學、台*大學、中*大學、清*大學、長*科大、中央警察大學、長*醫
院、張*周製藥、天*醫院、友*行

安克諾斯Acronis在2020年G2冬季報告中，贏得了八個第一名的獎項，鞏固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線上備份、伺服器備
份和災難復原的領導者地位為客戶提供最高水準的服務。

本地客戶

* 為保護客戶個資，我們僅以部份資訊揭示作為您的參考

關於安克諾斯

50 多萬個企業客戶
超過 50 多萬家的企業已經選擇 
Acronis 來保護他們的企業商機。

我們強大的合作夥伴體系可在
全球 150 個國家提供服務。

我們透過客戶支援中心向全球
客戶全年提供優質的技術服務。

150 個國家 優質技術服務

榮獲 G2 Grid for Server Backup 評為領導者象限
安克諾斯 Acronis
Cyber Backup

安克諾斯 Acronis
Cyber Backup
Cloud for Services
Providers

客戶滿意度

市
場
佔
有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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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諾斯 Acronis Cyber Backup 幫助 IT 部門維持企業的運行

企業存在著遺失重要資料的風險。遺失資料可導致昂貴的

代價，例如停機、客戶不滿、違規罰款以及收入損失。結

果是，IT 專業人員必須滿足極高的期望。您必須讓公司
一天 24 小時保持運行。

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 的資料保護功能可以滿
足當前的需求。它讓您的企業能順利運行，保護任何工作

負載，無限制地擴展，還能節省您的金錢。

安克諾斯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的新增功能

透過區域網路或Active Directory搜尋電腦並進行備份代

理程式的安裝，支援多台裝置部署，透過文件檔部署的

備份程式安裝，並於部署前確認電腦狀態，而不是等到

部署失敗才顯示錯誤訊息。大幅縮短代理程式部署時

間，並提升代理程式部署成功率。

自動發現及遠端代理安裝
Multi-Devices Deployment

全新

掃描電腦的作業系統以及應用程式是否存在於安全性漏

洞(例如:版本過舊)的情形，分析漏洞的嚴重性還有發布

的時間、產品、版本⋯等內容，並透過跟CVE網頁的連

結，提供偵測到的弱點內容進行查閱。

弱點評估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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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磁碟影像備份

將您的整個系統、檔案或資料備份為完整

且可靠的備份影像，進而保護您的整體企

業。將備份儲存到各種存放裝置，包括本

機磁碟機、網路存放裝置和雲端。輕鬆復

原完整的影像或選定的檔案、資料夾、項

目和應用程式。

#1 虛擬伺服器保護

透過八種受支援虛擬機管理程式上任一

虛擬機器與主機的無代理程式和代理程

式型備份和復原功能來降低風險。在不

同的虛擬機管理程式以及實體機器

（P2V、V2V、V2P 和 P2P）或雲端
之間來回遷移。

為什麼選擇最好的安克諾斯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 具有創新的安全功能，為新世代的資料保護設定了高標準。瞭解更多安克
諾斯 Acronis 的不同之處，以及它獨特的技術運用和解決保護資料的方案。

主動抵禦勒索軟體

拒絕對同時大量檔案的未授權修改和/或加
密，避免系統的停機。安克諾斯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 使用人工智慧與機器學
習技術及白名單來保護資料安全。

立即還原

管理您的復原時間目標 (RTO) 並將程
序中斷時間縮短至數秒鐘，同時使用我

們獨特的 runVM 技術，維持貴公司的
整體生產力。

全面保護

讓您的基礎架構和資料受到全面防護，

不管是面對資料增長、採用新業務流

程，還是移轉到新應用程式、平台或雲

端。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 保
護 20+ 種平台 – 實體和虛擬裝置。

區塊鏈公證

利用基於區塊鏈的 安克諾斯Acronis 
Notary 創新技術確保資料完整性，防
止檔案因針對存檔檔案的攻擊而損壞或

遭篡改。 

獨家

完整的商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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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磁碟、NAS、SAN

透過任何本機和網路型磁碟儲存的支援，

來達到異地備份需求。

磁帶機、自動上帶機與磁帶庫 

在媒體管理、磁帶輪替和保留規則的

支援下，將備份儲存在本地或中央磁

帶裝置上，從而滿足法規要求和災難

復原需求。

Acronis Cloud Storage

將備份儲存在超過 14 個安全可靠的 
Acronis 雲端資料中心之一中，可確保從
任何災難復原並維護控管資料位置。 

可變區塊大小重複資料刪除

透過內嵌的重複資料刪除，來降低磁碟

儲存容量利用率。

雲端保護

透過保護您的 Microsoft 365 信箱、
Microsoft Azure VM 與 Amazon EC2 雲
端工作負載，從而提高使用者服務的可

用性。在各種雲端、虛擬系統和實體機

器（P2C、V2C、C2C、C2V和C2P）
之間輕鬆遷移工作負載。

SAN 儲存快照

透過將 VMware VM 備份快照卸載到 
NetApp SAN 儲存，減少備份過程對您
的基礎架構的影響。

Acronis Universal Restore 

透過將 Windows 和 Linux 系統恢復到相
異硬體（包括裸機實體或虛擬環境）來最

大限度地減少昂貴的停機時間。

Acronis 立即復原

透過將備份檔掛載到VMware或
Hyper-V，啟動 Windows 或 Linux 備份，
實現短時間的 RTO；無需資料移動。

VMware ESXi 和 Hyper-V 
主機裸機復原

透過備份 ESXi（僅有系統和設定）和 
Hyper-V 主機並將整個系統還原到相同
或相異硬體，提高基礎架構的靈活性。

遠端和自動化的裸機復原功能 

使用可開機媒體並經由廣域網路 (WAN) 
遠端復原裸機伺服器來減少遠端站台和

系統的 RTO。透過使用指令碼自定義可
開機媒體來自動化和編排復原。 

獨家

獨家 獨家

進階

進階

進階

進階

世界上最快的復原

靈活的儲存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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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 15 標準版VS進階版比較

集中式網路管理主控台

透過易於操作的網路型管理主控台來減少 
IT 工作負載。從任何裝置（包括平板電
腦）存取網路主控台，可減少 RTO。 

依據角色的管理性使用

使 IT 能夠保護遠端辦公室、分支機構
和部門，能夠管理、委派和建立多個管

理員的角色。 

可自訂儀表板

透過可自訂儀表板快速解析您的基礎

架構，從而縮短處理時間並快速解決

問題。 

進階報告 

透過定期或自訂的報告來了解備份裝置

中的狀態。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

透過保護資料和系統免受勒索軟體攻擊，

同時偵測和防止大量資料、備份檔案和備

份應用程式同一時間受到可疑之變更，從

而主動防止或復原之需求。

Acronis Notary

應用區塊鏈來提高復原的法令遵循和有

效性，確保備份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Acronis ASign

應用區塊鏈啟用簽名減少對使用者、供

應商和客戶的錯誤溝通，支援檔案的真

實性。

強大的加密技術 

透過對您的備份和中繼資料做原始 
AES-256 加密，獲得不可逆加密的密
碼保護，提升您的資料安全性。

系統管理員角色和委派

備份存檔排程
自動複製到五個位置
29 種動態儀表板
及匯出報表功能

Off-Host 備份管理

重複資料刪除

帶搜尋功能的
集中資料目錄

八大虛擬化環境的支援

備份到磁帶機

Acronis Instant Restore
( 立即復原 )

支援 Oracle DB 和
SAN 硬體快照

Acronis NotaryTM

群組化裝置管理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TM

主動防禦勒索軟體
應用程式
精細備份 / 復原

弱點評估

異機復原

多裝置遠端部署

單一備份存檔 .tibx
有效管理備份

VMware/ Hyper-V
無代理備份支援

備份效能調整

Vmflashback 磁碟 / 磁碟區 / 檔案 / 資料夾 完整影像備份及復原

進
階
版 標

準
版

進階 進階

進階

創新的資料保護

直接易懂的可擴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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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單且可靠的 PC備份軟體備份和復原員工的Windows PC，並將備份檔案儲存在任何您喜歡的位置：

NAS，SAN，磁帶，磁盤，Acronis Cloud或任何私有雲或公共雲， 包括 Azure，AWS和 Google。

許多企業容易忽視工作站的重要性，進而讓其成為資訊安全薄弱的一環，同時也成為駭客眼中的破口。安

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是世界上最簡單，高效，安全的備份解決方案。有了它，您可以保護
Windows PC上的所有內容免受資料威脅，包括硬體和軟體故障，意外刪除和網路攻擊。只需點擊幾下，
您就可以保護您的業務資料，確保業務連續性，並節省時間和金錢。

為高階主管及重要資料
提供強大的資料保護

最大限度地減少用戶停機
時間以保持業務連續性

自信地升級 Windows
並遵守法規

完整的電腦保護

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 15 工作站備份解決方案

透過一個直觀的Web管理控制台，可從桌面，

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存取，不會使

工作負載複雜化。

集中管理

為多個管理員建立角色並將任務委派給本地資源，

簡化遠端辦公室，分支機構和單個部門的保護。

多層級管理員角色

降低學習和實施解決方案的成本和時間。簡單，

現代，基於Web的介面使您可以輕鬆設置和管

理備份。

基於 Web 的介面

檢測並停止對惡意軟體進行加密，以保護資源和

網路流量。透過將可能不需要的軟體列入黑名單，

提前預防網路攻擊。

Cryptomining 保護

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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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02)2735-3512
高雄：(07)972-7388

技服電話：(02)7718-5588
技服信箱：support@t-tech.com.twwww.t-tech.com.tw

總代理

備註 :  1. 報價有效期限至：2021/12/31；2. 以上報價未稅，不含安裝及教育訓練；3. 以上價格皆含授權期間內免費升級至最新版本及技術服務(郵件及電話技術支
援) ；4. "過保續約價"適用於軟體授權保固逾期32天以上1年以內，授權起始日會接續原到期日；5. "升級價"適用於軟體授權保固逾期1年以上；6. 如欲將原
標準版產品升級至進階版，請購買升級(適用"進階版升級價")；7. 另有安克諾斯Acronis Cyber Backup 15 版年度訂閱授權價格，請洽詢湛揚科技業務。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for Workstation 工作站資料備份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for Server 實體伺服器資料備份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for Virtual Host 虛擬伺服器資料備份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Advanced for Workstation 工作站資料備份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Advanced for Server 實體伺服器資料備份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Advanced for Virtual Host 虛擬伺服器資料備份

Acronis Cyber Backup 15 Advanced for Universal License

$43,980

$38,980

$3,680

建議售價 續約
建議售價

過保續約
建議售價

升級
建議售價

$100,980

$68,980

$90,980

$4,680

$8,580

$7,880

$880

$20,980

$15,680

$18,680

$1,080

$17,680

$14,980

$1,380

$36,280

$25,280

$30,280

$1,780

$27,880

$23,880

$2,280

$76,880

$45,880

$68,880

$2,980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250 GB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500 GB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1 TB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2 TB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3 TB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4 TB

Acronis Cloud Storage Subscription License 5 TB

$35,980

$20,980

$10,980

一年訂閱授權 二年訂閱授權 三年訂閱授權 五年訂閱授權

$155,980

$95,980

$125,980

$65,980

$55,980

$30,980

$20,980

$225,980

$135,980

$175,980

$95,980

$80,980

$45,980

$25,980

$330,980

$200,980

$260,980

$150,980

$123,980

$69,980

$42,980

$500,980

$303,980

$393,980

$223,980

安克諾斯 Acronis Cloud Storage 雲儲存解決方案

建議售價

安
克
諾
斯 

雲
儲
存

標
準
版

進
階
版

保護多樣化的環境，包括 Microsoft Windows 

10等現代系統和Windows XP等傳統系統。所

有這些都只需要透過一個通用的解決方案。

多樣化的系統支援

接收備份狀態訊息的方式 - 報告和狀態監視功能

包括可自定義的小組件，報告，通知和關鍵事

件警報。

靈活的報告和監控

節省成本並優化網路頻寬，透過重複資料刪除

技術降低總儲存需求，進而提高儲存利用率。

重複儲存資料刪除

安克諾斯 Acronis Cyber Backup 一次性授權 解決方案

利用強大加密保護您的資料，包括每個歸檔的

AES-256加密和 Acronis數據中心的高級磁碟

級加密。

強大的加密

使用內建 Acronis Notary公證確保備份真實性。 

將備份的數位指紋儲存在區塊鏈分類帳中，並

在恢復之前檢測未經授權的更改。

Acronis Notary 公證

如您對安克諾斯Acronis想瞭解更多，我們提供產品介紹及免費測試，歡迎來電洽詢總代理湛揚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