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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PROTECTION
SOLUTION

全球第一款 結 合 備 份 和 防 護 惡 意 軟 體
技 術 的 新 世 代 個 人 備 份 還 原 解決方案，
保護資料免受當今所有威脅的攻擊。

可靠的備份技術
全影像備份和快速復原
備受全球使用者信賴的備份技術，永遠不會
遺失珍貴的檔案或應用程式。

復原功能快速可靠
只需按幾下即可將整個系統還原到相同硬體
或新的裝置。

完整複製磁碟
精確複製Windows或Mac系統，將所有資料
（作業系統、檔案、應用程式、設定）完整移轉。

簡單直覺的介面
簡潔易用的介面儀表版，整合
備份及防毒，針對所有威脅資
訊一目了然。

高效多合一防護
防毒與備份能同時進行，搭
載內建CPU負載平衡，讓裝置
維持最佳效能。

安全抵禦網路威脅
阻止當今的任何威脅破壞您的
數位生活，確保您的資料可以
萬無一失。

(CPU負載平衡功能需購買具防毒功能的
版本方能享有此功能)

全新功能(防毒)
惡意程式：即時保護

防毒掃描

透過行為分析與簽章驗證，檢測

會潛伏在電腦上。針對特定檔案

各檔案的活動，阻止惡意行為和

的快速掃描或完整掃描，檢查隱

各項威脅。

藏的惡意程式或檔案。

網頁過濾(Windows)

視訊會議防護(Windows)

自動阻止。包含虛假新聞、欺騙

視訊軟體進行會議時，可免於遭

和網路釣魚URL、惡意程式碼的

惡意程式植入，確保聊天或會議

網站。

中的資料不會被竊取。

整合的AI智慧防護惡意程式技術，

當您嘗試打開惡意網站時，將被

隨時掃描惡意程式，確保威脅不

當您以Zoom、Cisco WebEx等

CPU 負載平衡 <防毒功能>

簽名驗證分析 <防毒功能>

漏洞檢測

採用世界最佳檢測引擎之一

利用行為分析引擎，檢測軟體

提供其他應用程式優先權，

的Bitdefender 特徵碼，檢測

資料庫或命令表列是否有漏洞或

防止電腦CPU於病毒掃描期間

所有類型的惡意程式。

弱點，避免遭受攻擊。

超載。

隔離與排除

Windows 安全中心 <防毒功能>

雲端備份複寫續傳

隔離潛在威脅，同時設定排除

整合Windows安全中心，確保

備份雲端時遇連線問題，系統

列表，能夠加入排除或允許

符合Windows 規則並能相容

會停止備份複寫。待連線恢復

清單，讓程式不間斷執行。

其他防毒軟體。

後，從停止的位置繼續複寫續傳

<防毒功能>

<防毒功能>

（需使用Acronis雲）。
* 以上功能(防毒)包含惡意程式即時保護、防毒掃描、網頁過濾以及視訊會議防護等相關功能，標準版、入門版於啟動後免費提供3個月，期滿如欲
繼續使用上述功能，需升級進階版或高級進階版。

備份功能更新與強化
雲端還原速度更快

防止勒索軟體和非法挖礦

使用新的備份技術，提升從Acronis

主動檢測並阻止勒索軟體和非法

雲端還原的速度，以及可靠性和穩定

挖礦攻擊檔案及應用程式，自動

性，備份效率更高(進階版/高級進階版)。

還原受影響的檔案。

快速備份驗證

額外的備份格式

驗證最新備份檔的可用/復原性，

支援移動備份檔位置、重新命名，

加快驗證過程，可手動驗證或設定

以及將備份檔轉換為VHD，讓您的

備份完成後驗證以及排程驗證。

備份檔案更彈性運用。

防禦所有現代威脅
點對點加密技術

高安全性的混合雲端

企業級的AES-256加密技術，可自訂

將備份儲存在 Acronis專為資料隱

密碼確保備份資料的安全性。

私和安全性而設的混合雲端基礎
架構中。

Acronis Notary™ 區塊鏈公證

Acronis ASign™ 電子簽章

備份時為檔案建立專屬的「指紋」，

讓使用者透過電子簽署檔案。並記

即可在完成備份後對檔案進行認證，

錄在區塊鏈資料庫中，以簡單高

以確保檔案的真實性（高級進階版）。

效安全的方式驗證協議完 整 性
（高級進階版）。

最受歡迎的備份功能
Acronis
Survival Kit

輕鬆建立
開機媒體

Windows
異機還原

自動化雙重
保護備份

檔案和
資料備份

Microsoft 365
備份
*進階版/高級進階版

增量和
差異備份

行動裝置
備份
*進階版/高級進階版

安克諾斯 Acronis True Image 2021 版本比較
產品版本

標準版

入門版

進階版

高階版

500GB

1TB

一年訂閱

一年訂閱

新世代網路安全保護

標準版

入門版

進階版

高階版

雲端和行動裝置

Acronis雲端儲存空間
授權政策

產品版本

一次性購買

一年訂閱

訂閱期間升級新版本

本地備份到Acronis雲端
Acronis雲端復原
Acronis雲端備份複寫續傳

Active Protection

雲端檔案共享

防毒功能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雲端備份管理

易於管理

自訂備份檔加密

線上儀表版

點對點傳輸加密

靈活的備份計畫

無限行動裝置授權

Try&Decide

行動裝置支援(iOS和Android)

深色模式 (Mac)

手機無線備份到

備份檔移動、重新命名

PC、Mac、NAS

可靠的備份與復原

全新病毒與威脅防護(防毒功能)

全映像備份

防加密勒索和非法挖礦

複製磁碟

即時保護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二合一的開機救援
Survival Kit

防毒掃描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網頁過濾 (Windows)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Windows 異機還原

隔離和排除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Microsoft 365備份

視訊會議保護 (Windows)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快速備份驗證 (Windows)

簽章驗證分析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轉換VHD (Windows)

漏洞檢測 (Windows)

三個月免費 三個月免費

安克諾斯 Acronis True Image 2021 價格表
新版本

入門版1年訂閱授權

標 準 版 1次 性 購 買

進階版1年訂閱授權

高級進階版1年訂閱授權

1台裝置

1,290元

1台裝置

1,690元

1台裝置

1,690元

1台裝置

2,690元

3台裝置

1,990元

3台裝置

2,190元

3台裝置

2,190元

3台裝置

3,190元

5台裝置

2,190元

5台裝置

2,690元

5台裝置

2,690元

5台裝置

3,690元

領先技術備受肯定
‘

經AV-TEST認證可主動防禦
勒索軟體攻擊的備份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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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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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35-3512
www.t-tech.com.tw 傳真：02-2735-3572

授權商城

服務信箱：support@t-tech.com.tw
客服專線：02-7718-5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