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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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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云计算、虚拟化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数据

保护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跨越了传

统数据中心、物理或者虚拟化服务器以及云，将互联网的末端

无限延伸至各种移动设备。不同种类不同位置不同格式的数据

均有了爆炸式的增长，这些种类繁多的平台和设备的数据均需

要保护和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企业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他们的关键业务数据和操作系统。当

然，我们可以期待科技会继续进步，数据的发展会比之前更加

迅速。因此，数据保护技术也必须进步以迎合社会的发展。

本白皮书将介绍安克诺斯为数据备份、灾难恢复、安全访问而开发的划时代架构——安克诺斯

AnyData引擎，旨在为您提供最易用、最完整、最安全的新一代数据保护方案，安克诺斯可以为您

提供适用于任何环境、任何存储位置的一站式数据保护解决方案，其一流的磁盘镜像备份技术可以

简单、完整并且安全地备份和恢复您的关键业务系统。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是安克诺斯的核心技术，使用于所有安克诺斯新一代数据保护产品，进行虚

拟化环境、物理环境、云以及移动设备环境的数据备份、存储、恢复、控制和访问。其模块化的产

品架构，您可以根据您特定的需求使用某些模块，并且可以方便地添加其他功能模块，可以方便地

管理附加的产品和基础设施而无需更换任何产品。即使是您的数据存储在云或者其他远程办公室，

AnyData引擎融合了备份、裸机还原、迁移、部署、系统还原，均可保证您数据安全。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有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的数据备份、恢复产品，它并不是基于老平台，老平台

非常的冗杂，其需要一个单独的中央服务器以及其他外围资源。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是一种全新的结构，提供了一整套深入并且强力的新一代数据保护技术来保

护任何环境、任何位置的数据。完美保护您得数据和业务安全，中心管理服务器则只是用来管理和

对任务生成报告。每个备份任务的开始和数据流流动均是由端点独立执行，这种方法消除了单点故

障，使系统架构更具弹性。同时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支持多种操作系统、虚拟化环境、应用程

序，简单并且兼容性很好，比较老一代平台昂贵的价格以及复杂的维护，安克诺斯优势明显。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不是简单地将独立的产品结合，而是一种创新的体系结构，允许所有产品功

能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而不需要整合产品。这就意味着升级一个产品不会影响另其他产品。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拥有超过100项顶级技术，采用了100多个专利技术，是当今数据备份恢复行

业内最具创新性和革命性的架构，确立了新一代数据保护的技术标准。该白皮书将帮助您了解其架

构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为何如此重要。当您完全了解了300位工程师耗时15年研发和完善的安克诺斯

AnyData引擎后，我们相信您会发现我们的产品可以提供目前市场上最为安全、强大、完整、灵活

并且易于使用、可拓展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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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is AnyData Engine是一种全新的数据保护架构，通过深层次的技术融合而提供了强有力

的数据保护能力，您可以去备份、存储、恢复、控制虚拟机、物理机、云环境以及移动终端环境的

数据。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拥有超过100项技术专利，为所有安克诺斯产品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后

盾，其中包括Acronis Backup ，Acronis Backup Advanced以及Acronis Access产品。每个产品的

功能不同，但是经过安克诺斯无缝整合，各个产品之间做到功能的完美配合。对于备份产品来说，

您可以使用统一的管理控制台去管理、安装、维护每个产品组件，如果您的业务环境里有多种操作

系统，您可以使用安克诺斯管理服务器（AMS）的统一管理平台去方便地管理多种系统的数据备份

和恢复工作。对于Acronis Access来说，Acronis Access服务器可以让您方便的管理文件的访问权

限以及数据安全。无论您得数据位于本机还是云端或者其他远程的数据中心，AnyData引擎均可提

供数据备份、裸机还原、数据系统迁移、系统完整恢复以及安全访问功能。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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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服务器
物理、虚拟

任何OS环境
Windows 、Linux

任何OS环境
NTFS
ReFS
FAT16/32
Ext2/3/4
ReiserFS3
XFS
JFS

任何虚拟环境
Vmware
Hyper-V
XenServer
RHEV
Oracle VM

任何迁移
V2V、V2P
P2V、P2P任何设备

服务器、工作站

任何设存储位置
本地

远程办公室

任何保护
数据备份
安全访问
裸机还原

迁移
系统部署

任何应用程序
MS Exchange

MS SQL Server
SharePoint

Active Directory



前市场上的产品大多是以单一固定的软件去适应所有应用环境，软件体系臃肿，平台技术过 

于传统，以此来保护所有种类设备以及存储。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
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当

不幸的是，由于这些产品过于复杂并且花费巨大，他们只适合企业级大型环境，需要有大笔的预算

以及专业的IT技术工程师去维护。传统老旧的平台需要单独的中央服务器以及额外的外围资源：服务

器以及存储设备和计算能力。通常需要使用中央服务器或者服务器集群。运行平台内的中央服务器

工作负载较大，如果中央服务器宕机，整个环境将因为此处单点故障而完全失去保护。如果为此建

立服务器集群则势必会增加花费以及产品的复杂度。

虽然传统平台也是可以拓展的，但是通过一个平台去管理所有冗杂的产品对于传统平台来说这项工

作有些过于繁重。支持多种操作系统、虚拟机、应用程序以及各种数据类型对于老一代的平台来说

无疑增加了它的系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了系统兼容性的稳定性。系统的维护、更新以及产品更换

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让我们看一个项目案例，如果一个系统环境需要保护10多种操作系统以及虚拟化环境，15种数据

库，20多种存储设备，这样一个系统则需要将业务分离分别运行在不同的服务器上，需要昂贵的存

储设别以及全时的IT工程师维护。只有大型企业级环境才能拥有此种资源。

随着新型的数据、设备、虚拟化环境以及多种多样的存储设备逐渐兴起，传统平台的产品变得更加

的昂贵、更加的复杂。此外，传统产品一直试图使用一种产品去销售给所有客户，这对于备份各个

客户不同类型的内容以及平台来说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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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平台就像是一把瑞士军刀，您可以用它切割任何东西，但是不可能在切割任何东西的时候都

感觉军刀十分顺手。更重要的是数据中心是由各种各样设备组成的IT基础设施。今天，虚拟化、云

环境、移动设备、BYOD以及大数据都在改变着IT产品的架构、职责。举个例子，软件产品的易用

性越来越好，基于云计算、软件即服务(SaaS)的产品、以及BYOD均是由用户需求为主导而研发产

生的。这将促使IT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去重新思考他们获取和管理IT设备以及服务的方式。最

终，我们可以看到从集中的IT管理控制向允许雇员去自行处理他们的IT需求，从而实现自给自足的

这样一个转变。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管控型IT环境运维工程师正在向分布式IT环境的运维工作进行转换。原因

在于：一名中央控制型的IT环境往往需要去管理企业内所有的操作系统，这将导致非常长的决策下

发和处理周期会导致IT工程师响应公司需求的速度变慢。对于分布式的架构，IT工作将与公司业务

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公司的预期目标做到更好的契合。这都将使得IT工作响应更加迅速有

效。

IT权力下放的缺点便是数据的安全不易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不易保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IT部门

需要抛弃传统老旧的一个产品给所有客户的软件平台，寻找一种能保证数据安全的全新架构平台。

今天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为数据保护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它是对传统系统的完美替代，与传

统平台一致，它支持多种操作系统、虚拟机、应用程序、数据类型，但是并不复杂，各个部件完美

兼容，无系统冲突问题，且并不昂贵。您可以购买单一的一个安克诺斯产品，其产品背后的安克诺

斯AnyData引擎将为您提供针对您特定环境的最佳数据保护能力。多个安克诺斯产品可以单独进行

管理也可进行统一的管理操作简单，并有效消除因单点故障造成系统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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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并非多个产品的简单组合

外，大型公司以及中小型企业（SMBs）可以考虑为不同的平台部署单独的软件产品，即针对

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应用程序去部署不同的数据备份工具。这就意味着如果

您的公司包含有来自3种不同的操作系统的3种数据类型，你将需要9种不同的备份产品。

产品种类越多，出现的问题就越多。因为会有更多的技术培训、管理、安装、监控、报告审计活

动。最后，因为产品的增多和技术问题频发，您需要去雇佣更多IT管理员。结果，您得IT团队就像一

个拥有500把菜刀厨师一样，每把菜刀只为了特定的菜品，特定的碟子，铁定的切菜板。显然这并不

是一个合理的替代方案。许多供应商提供的数据备份软件可以与其他产品相集成，往往是通过简单

的命令行方式(CLI)进行集成，整合后的系统至多是允许一个产品去自动修改另一个产品的设置参数

而已。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需要去维护整个控制链的完整有效性。或许产品升级完成后会造成无法

与产品B相兼容，或者产品A的新功能无法与产品B兼容。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则是一种通用的框架，其允许所有安克诺斯产品无缝融合成一个完整方案。

其模块化的架构，让您根据您的应用环境来使用一个或多个产品，并可以根据后期环境变化灵活地

添加额外的产品模块而无需更换任何平台和软件，并可以保证系统功能完美融合。使用统一的控制

台去配置、安装、维护每个单独的组件，如果您使用多个安克诺斯产品，可以使用安克诺斯管理服

务器（AMS）一个单独的管理控制台，让您轻松管理所有Acronis产品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无论您数

据在云端还是远程办公室或者本地，AnyData引擎融合了数据备份、裸机还原、数据迁移以及虚拟

机或者物理机系统还原，支持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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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行

A 统一的管控平台可以将所有产品一起管控。您可以使用标准的API或者统一的界面来管理工作

和任务。还可以对物理机、虚拟机、云环境进行工作策略的统一管理，可以根据特定的操作系统、

平台以及应用程序部署相应的工作组件、开放相应的功能接口。这些接口均是使用安克诺斯AnyDa-

ta引擎去实现备份、恢复以及获取来自多种多样数据库、文件系统、操作系统和虚拟化环境的各种数

据。

一旦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确立了工作策略，它将提供广泛和深入的技术能力去进行数据的捕捉、

存储、恢复。例如，它可以完整捕捉磁盘或者虚拟机的映像，使用单个传递技术备份数据库，可以

将数据存储在磁盘、磁带或者云环境，下面就看一下这三个层面的技术细节。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提供了交互式的图形界面以及命令行编程访问等方式，以便于系统管理员去

安装、配置、部署安克诺斯系列产品。安克诺斯管理控制台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可以安装在

Windows和Linux系统上的应用程序，其可以提供一个统一直观的界面去管理本地或者远程的安克诺

斯客户端。无论您是工作组还是域环境，管理中控台允许您访问和管理系统网络中任何位置的客户

端计算机。安克诺斯还提供了一套包含CLI的API接口，可以提供交互式的操作控制，管理员可以通

过CLI或者终端进行同样简单地备份和恢复。

通过统一的策略控制，管理员可以高效率地去定义、管理和保护数据。使用统一的API，安克诺斯

AnyData引擎让您去制定、管理、编辑和执行相关的策略。您可以根据工作负载不同区制定不同的

策略。例如，您可以指定备份计划适用于一台或者多台特定机器或者一个工作组。您可以设置备份

触发机制，例如在用户登录系统、退出系统、关机、开机时进行数据备份。这些策略可以是静态也

可以是动态的。“备份所有Windows系统机器”是动态策略，“仅备份机器1/2/3”则是一个静态

的策略。

为了便于系统管理员去管理所有本地计算机和远程物理机、虚拟机，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可以在

所有平台上进行数据的获取并可使用安克诺斯管理服务器（AMS）进行集中的控制管理和报告。

AMS是一个独立的控制台，可以让您方便地去管理所有机器，更方便地管理来自不同的安克诺斯备

份产品的数据。管理员可以针对一台或者多台机器进行单独的策略定制，检查更新状态、生成报

告，并接收软件运行过程中的提示和警告，所有这一切均可通过AMS这一单独的控制端进行管理。

同时，AMS只执行管理的功能，备份活动并不是由它直接执行，数据流也并不从AMS经过，这种

方法避免了单点故障。

统一界面

统一界面

统一策略

管理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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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

支持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这两种操作系统占据了目前市场75%的份额，是目前绝大数中小

企业的选择。使用专用的技术模块开发Windows Server以及Linux平台的产品体系，通过获得专利

的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去访问和备份这些平台上所有类型的数据，可以实现数据块级别备份、基

于磁盘映像的备份。基于磁盘映像技术备份可以快速完整地捕捉需要备份的数据并使用统一的数据

格式进行保存，并允许将备份的数据或者系统还原至任何硬件或者虚拟机。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还可以通过单个传递备份技术备份整个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程序以及数

据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可以访问文件，不用担心文件本身是开启或者关闭的状态，均可进行颗粒

备份、还原并可以保证数据数据访问的安全性。在Windows环境下，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与微软

的VSS框架相结合以保证应用数据一致性。

操作系统

对于使用虚拟化环境的公司来说，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包含了针对虚拟机的专用功能模块，为各

个虚拟化平台分别提供支持：

VMware vSphere® ESX®/ESXi™， Microsoft Hyper-V®，Citrix® XenServer®，Red Hat® 

EnterpriseVirtualisation，Oracle® VM Server，Parallels® Server 4 Bare。此外，在保护虚拟机

系统的同时，还可以对虚拟化物理主机提供保护，这个特性其他备份产品均未提供支持。

对于VMware vSphere，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通过VADP，实现了虚拟机的无代理备份和灾难恢

复，无需在虚拟机系统里安装任何软件或者代理程序，对于微软Hyper-V，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

通过微软VSS框架来实现无代理的备份。在任何虚拟化环境中，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工作在虚拟机

层面。这个引擎可以抽象理解为控制、管理和报告一致的，无论您是通过虚拟机hypervisor还是通

过虚机操作系统本身进行备份。例如，VMware VADP并不能备份物理的RDM驱动器，客户机发起

的iSCSI，或容错机，所以任何依赖于VADP的产品均无法实现对这些设备的保护，然而安克诺斯

AnyData引擎克服了这些限制。实现了对这些设备方便地管理、报告、监控。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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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为Microsoft Exchange， SQL Server®，SharePoint®，和Active Directory®。提供了

单独的解决方案。这为捕获Exchange数据库、邮箱、SQL Server、SharePoint或者Active Direc-

tory的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所有捕获的数据都会以统一的数据格式进行存储，

此数据在进行备份、存储、传输时均可受到来自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的保护。与此同时，管理员

可以对应用程序数据做细粒度的还原和操作。比如恢复Exchange中的单个邮件，或者挂载备份数据

中的一个SQL数据库。所有基本操作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单个策略的一部分。

应用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保护任何终端平台上的数据，包括Windows服务器、装有Windows和Linux

的PC和服务器，此外，您可以访问和加密Mac系统和iOS系统以及Android系统中的数据。例如，客

户可以使用iPad通过加密信道去访问中央服务器上的SharePoint文件。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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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虚拟平台

应用程序

AnyData

操作系统

虚拟平台

应用程序

任意捕获

P2V
V2P
V2V
P2P
P2C
颗粒
恢复

任意恢复

任意访问

任意存储

功能 和 操作

ACRONIS ANYDATA ENGINE

cronis AnyData Engine可以提供完整的数据保护能力，比如，备份包含了两个功能点：捕捉

数据的能力及存储数据的能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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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is AnyData Engine通过一组特定的进程生成当前系统的快照来捕捉数据。可以完整捕捉

磁盘或者卷的数据，并以统一的数据格式进行存储。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可以通过操作系统层直

接连接至系统磁盘和分区，从而加快了备份速度，避免了运行状态软件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使用了多个快照引擎，比如微软的VSS，Linux LVM 

快照，安克诺斯快照，从而可以将数据冻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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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磁盘映像技术可以支持为整个磁盘或者卷生成磁盘数据映像，即使操作系统处于运行状

态， 也并不会影响操作系统正常运行。此项技术安克诺斯于2002年研发成功，是数据保护技术的革

命性突破，保证任何操作系统上的数据均受到保护，并且可以进行快速的恢复。

绝大多数基于文件的备份解决方案进行数据恢复时是以单个文件形式进行恢复的，因此无法避免数

据的丢失。安克诺斯的磁盘映像技术则无需任何额外处理，直接一步到位恢复磁盘上所有的数据内

容，保证数据完整性而且可以加快数据恢复过程。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还提供单个传递数据备份，每当快照执行时会保证应用数据是静止的从而保

证备份数据的一致性。而后将数据的平台属性细节进行抽象，保留其本质特征，并将其变成一个通

用统一的数据格式以便被AnyData引擎调取使用。

这个过程使得您可以浏览和恢复所有已备份的数据，可以是单个文件、SQL数据库、磁盘或者卷，亦

或整个计算机。在单个传递功能的支持下，您可以使用单个的备份数据执行任何形式的还原任务，

例如还原磁盘或者磁带上的单个文件或者文件夹，巩固数据保护灾难恢复能力。进行数据备份时，

安克诺斯先进的算法会自动判断哪些数据发生了更改，自动进行增量数据备份，加速备份过程。增

量备份只备份上次完整或者增量备份后新产生的数据或者修改的数据。

例如，您再周二执行增量备份，您只需备份周一增量备份之后新产生或者发生更改的数据。从而实

现更小的数据量和更快的备份操作。增量备份带来了更大的备份灵活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进

行数据恢复的时候需要加载完整备份以及所有增量备份数据，所以对恢复速度可能会有些影响。安

克诺斯的快照技术为快速增量备份提供了更为优秀的性能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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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cronis使用统一的备份数据格式，您可以方便的将其恢复至任何平台而不必考虑原操作系统的

种类属性。您可以将备份数据存储至磁盘、磁带、云或者安克诺斯的云存储空间中。您也可以通过

CIFS或者NFS协议将其存储在NAS设备上。您还可以将数据存储在磁带设备上，包括自动装载机以

及磁带库，安克诺斯独特的数据索引方式可以让您恢复存储在磁带上的磁盘映像数据，您也可以将

您得数据存储在云上，例如安克诺斯云空间。安克诺斯云空间是安克诺斯使用其独有技术构建研发

的覆盖全球的存储平台，利用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您可将您的全部或者部分数据存储于云网络、

远程办公室、数据中心，当然，这一切对于终端用户来说都是透明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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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建议您将您的数据备份至多个目标位置进行存储。更具体地说，我们提出了“3-2-1”解决

方案——创建3份备份数据，将其中两份存储于本地，一份存储于云网络。安克诺斯支持多达5级的

存储位置，其中包括本地磁盘、网络存储以及云存储。这种方案有利于优化存储成本并提高灾难恢

复的成功率，即使您本地的硬件丢失、被盗或者被损毁，数据均可以被安全恢复，保证数据的安

全。

您的单位应该制定适当备份保留策略。例如，您应该制定策略使得那些只需短期保留的数据存储在

磁盘上而需要长期保留的数据存储在磁带或者云上。在每个备份任务完成时，安克诺斯AnyData引

擎可以将备份数据自动复制到下一级的储存设备上，当备份数据的存储周期到期后则会自动删除旧

备份数据以为新备份数据退让出存储空间。

安克诺斯拥有内置的数据块级别的重复数据删除和压缩功能，可以最多减少90%的数据存储量。从

而优化了备份的速度，降低了存储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复杂。重复数据删除可以提供源端和

目标端的重删，只传输和存储唯一的数据。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密，在数据

传输和存储时均可以使用AES-256算法加密，帮助保护您的数据安全。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在云存储方面拥有诸多技术优势，无论您将数据存储在安克诺斯全球数据中

心还是存储在使用安克诺斯技术的本地网络提供商机房，安克诺斯均可以为您提供极佳的异地容灾

特性，并且云存储数据上传下载均使用AES-256算法加密，保证您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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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cronis AnyData Engine可以将不同格式的数据以统一的数据格式进行存储，当进行数据恢复

时则可以将数据恢复至其原有的系统平台。

因为安克诺斯进行多个层级的数据抽象，所以安克诺斯可以恢复一切形式的数据，包括操作系统，

也可以只还原必要的数据块，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粒度还原。

所有位置的数据恢复工作的运行过程均一致，即使是恢复来自安克诺斯云存储上的数据，其操作也

是完全统一的。例如，您可以方便地将安克诺斯云存储上的系统磁盘备份数据直接还原至裸机，中

间无需任何额外的复制或者存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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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机还原

cronis统一备份格式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异机还原技术。由于其备份数据是不涉及底层架构的独

立数据，安克诺斯可以您将您的操作系统恢复到不同的物理机器或者虚拟化环境中，并且可以将整

个服务器快速进行裸机恢复，保证您的业务系统快速上线。安克诺斯异机还原技术通过为您特定的

硬件环境进行驱动程序适配、磁盘格式转换、引导记录转换以实现不同平台的系统迁移工作。

这样，您可以将您的操作系统备份到不同的存储介质上，从而实现灾难的快速恢复（P2P，V2P），

或者直接还原至虚拟化环境中（P2V，V2V），安克诺斯还可以备份文件和应用数据。管理员可以方

便地将Linux文件备份至Windows机器上。例如，安克诺斯允许您使用一个备份数据文件快速恢复您

需要的数据，可以是文件、文件夹、应用数据、设置参数、磁盘或者整个服务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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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恢复

cronis使用此功能可以实现业务系统更快地恢复上线，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可以让您先行启

动服务器以及相关应用，并且在系统后台继续进行数据恢复工作。在使用Acronis Active Restore时，

如果应用程序或者操作系统请求的数据还未进行恢复则会由代理程序直接于备份数据的存储设备上直接

进行读取或者访问，从而保证操作系统以及应用正常运行使用。您无需关注恢复工作是否全部完成，只

需数秒便可以实现快速的业务上线和数据恢复。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还提供了微软SQL Server SharePonit和Active Directory的应用程序感知恢

复技术。安克诺斯还提供了Exchange服务器备份，并支持Exchange集群配置，可以做到细粒度的

数据还原，例如可以恢复个人的电子邮件或者邮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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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cronis AnyData Engine还可以做终端安全地访问保护，安克诺斯将数据内容进行转换后供桌

面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加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移动互联网设备来访问。在移动客户端应用程序上

可以方便地创建和修改微软office文档以及PDF等安克诺斯所支持的文档格式。消除第三方应用程序

数据的安全隐患，提高用户的生产力。并与ActiveDirectory无缝融合，进行用户验证以及用户管

理，并将信息控制能力延伸至移动设备。这项技术可以避免雇员使用自己的设备而造成数据泄密或

者数据丢失。此外，数据永远不会上传至公有云环境，在数据源头、传输和终端设备都保证数据的

安全。 

数据传输以及存储于远程存储设备上时均是经过加密和压缩的，由于备份的数据为统一的数据格

式，您可以直接远程访问文件、文件夹以及SharePoint数据库，无需安装任何应用程序或者工具。

由于远程存储，IT人员可以将存储在移动设备本地的数据或者缓存完全删除。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还可以提供高级的策略引擎，可以制定详细的管理策略，保证用户以及用户

设备数据的安全和可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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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的优势

无论您需要一个针对特定企业系统还是混合多种系统的企业环境备份解决方案，安克诺斯AnyData

引擎都可以为您提供一个简便、完整并且安全的综合解决方案。例如，所有的安克诺斯备份产品均

包含了安克诺斯管理中控台，其直观易用的界面可以帮助您快速方便地安装、配置和部署安克诺斯

系列产品。通过安克诺斯统一的策略管理，系统管理员可以高效地定义和管理不同环境里的软件策

略。安克诺斯通过一个控制台去管理所有本地、远程物理机和虚拟机，简化了管理员的操作难度。

通过使用安克诺斯管理服务器（AMS），您的管理员可以更简便地管理所有来自多种安克诺斯平台

中的数据。

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不可能一直雇佣一个专业的高级IT工程师，更大的公司或者集团需要简单、快

速、完整地恢复整个系统的容灾方案。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同时满足了两者的需求，安克诺斯备

份产品可以实现所有要求的功能，而您的技术工程师则仅是通过简单的培训即可实现全程的操作。

简便, 完整, 安全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包含了超过100项的技术专利，并且包括了超过100项数据备份和恢复方面的

特性，例如您可以备份和恢复单个文件、文件夹、卷、磁盘或者整个操作系统，并提供了对微软

Exchange、SQL Server、SharePoint和Active Directory程序的支持。

健壮的, 灵活的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模块定制。只需购买您现在所需要

的功能，而后当您的业务内容增多时再进行新产品的购置，新老产品可以实现功能的无缝融合，为

您提供灵活方便的整体解决方案。

可负担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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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映像技术，加上统一的数据存储格式，可以将其存储在任何存储设备上，恢复至任何平台，虚

拟机、或者操作系统，并可以连接至任何远程设备，减少宕机时间，提供更好的恢复时间目标

（RTO）和恢复点目标（RPO）。

保护所有数据，所有环境，所有位置，所有设备

安克诺斯精益求精的体系结构和模块化的产品形式确保了只有重要且必要的功能在在每个产品中得

以体现。这可以让您的IT部门在保护和管理备份恢复数据时无需去选择冗杂的选项列表。

精干灵活的产品模块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环境支持列表

操作系统

·  Windows Server 2000至Windows 2012R2和Windows 8.1。

·  Linux – 几乎所有的发型版本，只要其运行了相关内核和核心代码库。

·  Acronis Access：Windows 计算机，Mac 操作系统，iOS Android系统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虚拟机

·  VMware vSphere，由VADP 支持无代理备份、块追踪（CBT）以及vCenter™ 迁移。

·  Microsoft Hyper-V， 包含了捕获虚拟机和主机的数据。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sation，RHEV manager 集成。

·  Citrix XenServer，Parallels Bare-Metal Server，Linux KVM, Oracle VM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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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Microsoft Exchange使用Exchange API相集成，可以捕获数据库和邮箱的数据，支持连续数据保护

  (CDP)，支持全备份（增量存储）、日志截断等等。

·  微软SQL Server使用单个传递备份技术备份操作系统、应用数据和SQL数据库。

·  微软SharePoint服务器可以从备份数据中恢复单个文件。

· 微软Active Directory支持授权和非授权。

保护所有数据，任何环境，任何位置，任何设备

每个针对独立环境的产品都是为其特殊环境而专门开发的，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允许所有环境的

产品融合为一个整体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虚拟化环境、物理机、云环境和移动设备的不同需求。这

种方式避免了为不同环境提供不同方案，同时消除了传统平台的单点故障。对于安克诺斯来说，控

制台或者某个系统中的组件无法正常使用时，其他所有机器的备份和恢复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安

克诺斯统一管控可以实现每个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信息的沟通和汇总，提供集中的中央管理、监控

和报告功能。集中管控操作可以简单地对所有平台的产品进行整体架构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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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最少的培训和0学习难度

安克诺斯统一的界面为客户在安装和配置安克诺斯产品时提供一致的操作界面和清爽的视觉感受，

即使是不同的系统平台其界面也是一致的，具体的差别只有其支持的平台和应用不同。最大限度的

减少管理员学习的成本和周期。

为特性而开发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的通用可拓展架构允许安克诺斯在开发产品时采用灵活的拓展手段来实现功

能特性的无缝穿插，提高产品在数据备份、灾难恢复和安全访问解决方案上的技术实力。

作为安克诺斯的客户，您得企业将从未来的技术进步中获益，您将获得更简单、更快速、更高效、

更安全、更富于弹性的数据保护功能。这种能力可以保证您的投资可以继续根据您的需求而实现更

优质的性能和更全面的服务。

例如，我们可以简单地添加额外的系统环境支持、硬件平台、虚拟化环境以及各种应用的支持。

我们还可以拓展支持额外的存储设备、终端用户设备、以及额外的功能，如归档和数据简化、数据

分析等这些内容不会影响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的核心功能，我们将保留统一管理、统一策略、统

一监控、报告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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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cronis AnyData引擎是新一代的技术架构，为所有的安克诺斯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力量，助力

各个产品实现数据备份、存储、恢复、控制和数据访问。模块化的结构可以让您根据您的具体环境

决定使用一个或者多个安克诺斯产品来实现完整的保护功能，并可以在添加新模块或者功能时做到

无缝地融合。您的系统管理员使用统一的管理控制台去配置、安装、维护每一个产品。

您可以将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比作汽车发动机。汽车制造商可以容易的将引擎内的化油器改为电

子燃油喷射系统，这样便实现了燃料更精细地计算和喷射，提高了车辆动力和燃油经济性。此外，

汽车制造商还可以添加涡轮增压器来进一步增加发动机性能。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模块化的框架

结构允许安克诺斯也可以插入新技术来提高易用性、存储选项、恢复能力。

通过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 消除了传统平台中央服务器架构软件的单点故障问题，同时又完美迎合

了不同平台数据的备份要求。作为底层技术其助力了所有安克诺斯产品，包括 Acronis Backup，

Acronis Backup Advanced和Acronis Access，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融合了数据备份、裸机还

原、系统迁移和系统部署、恢复以及数据访问功能，无论数据存储本地、云端或者在远程办公室。

安克诺斯产品为中小型企业环境进行专项的研发，安克诺斯解决方案可以解决企业中特定的数据保

护难题，包括灾难恢复、迁移、部署、磁盘管理、保护远程分支办公室数据等。安克诺斯AnyData

引擎简化了备份、灾难恢复和安全访问、同步和分享关键数据的操作。提高了您IT团队的生产力，减

少数据恢复的时间。您可以完全信赖安克诺斯使用全新的数据保护技术来保护您现代化的数据中心

环境并提供充分的灵活性，去保护新平台、位置和环境，为您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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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克诺斯

安克诺斯通过其备份、灾难恢复和安全访问解决方案定义了全新一代的数据保护方案的新标准。通

过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实现映像备份技术，安克诺斯可实现简单、完整、安全地对来自任何环境

和系统的所有文件、应用和OS数据进行备份。

成立于2002年，安克诺斯数据保护产品拥有来自130个国家超过5000000名客户，拥有超过100项

专利技术，安克诺斯产品已被Network Computing评为年度最佳产品，TechTarget和IT专家对安克

诺斯的数据迁移克隆和复制技术都是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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