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难 应用案例恢复
新一代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本应用案例描述了一个对中型企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灾难恢复方案。它包含一个系统性的恢复时间线，演示了企业IT部门如何使用
Acronis Backup Advanced套装产品恢复其数据中心。



2

介绍

数

*来源：“ 复杂性和数据的不断膨胀推动中小型企业采用新
一代的数据保护战略”, IDC, 2014 年6月。样本：401家员工
人数少于1000的中小型企业

大约 80% 的企业估计他们的停机
成本为每小时至少 20,000 美元 *

据是企业的生命线。如果丢失了数据，那

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方便的问题。数据丢失

可能导致内部业务流程的中断，影响员工的生产

效率、企业受益和品牌的名誉。数据丢失也可能

导致合同罚款和因违法合规导致的高额罚金。

当致命灾难出现时，数据丢失可产生最严重的后

果。根据Institute  for  Business  and  Home 

Safety调查报告指出，预计有25%的企业在遭受

重大灾难之后再也无法重振开业。如果您没有制

定数据保护策略，那么您的企业也可能成为其中

的一员。 

安克诺斯（Acronis）专注于保护任何数据。我们

在数据保护和灾难恢复方面拥有超过15多年的丰

富经验，现在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145多个国

家，为500多万客户、50多万家企业和500多万

台虚拟机提供了数据保护服务。

安克诺斯开发了多种产品，专为企业的特定的数

据保护问题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其新一代数据保

护技术简化了对关键数据的备份和灾难恢复的流

程，提高了 IT 部门的工作效率，缩短了数据恢复

的时间，降低了管理上的复杂性。

本文档是一个描述灾难恢复（DR）方案对中型企

业影响的应用案例。应用场景为：一场灾难破坏

了企业的生产数据中心，IT团队必须在规定的恢

复时间目标内恢复该数据中心。

本应用案例描述了该企业的IT环境、备份和存储

策略、灾难恢复计划，并且提供了系统性的恢复

时间线，演示了IT部门如何使用Acronis Backup 

Advanced 套装产品恢复其数据中心。

该方案还将介绍一个特殊的服务器操作–运行

Microsoft®SQL Server® 的物理服务器。我们称

之为 Focus-SQL服务器。本应用案例适于中型企

业的 CIO、CTO和IT部门主管/经理，小型企业的

IT系统管理员以及大型企业的IT工作任务专家等

阅读。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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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产  
数据中心

该 • 

• 

• 

• 

• 

• 

-

- 

-  

• 

企业拥有一个主要的数据中心，它和企业

的其他部门同属于一栋大楼中。该数据中

心托管了所有的生产服务器、存储和网络基础设

施。企业内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均

通过无线或有线方式进行连接。 

生产服务器

该企业拥有一个包含物理和虚拟服务器的混合的

IT环境，运行不同的工作任务和为各个部门提供

服务。     

有10台物理服务器运行两个主要的Micro-

soft® Active Directory®（AD）域控制器

（DC）、生产ERP软件和传统应用程序。其

IT环境处于物理服务器虚拟化的最后阶段。

之所以保留一些物理服务器是因为部分供应

商不能虚拟化他们的应用程序。

绝大多数工作负载都是在运行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Edition套件的虚拟机

上。15台ESXi虚拟主机上运行了100台虚拟

机；均通过单独的VMware vCenter™服务

器进行控制。

VMware vSphere拥有16TB SAN存储以进行

集中化生产，绝大多数虚拟机都在该存储

中。在逻辑上，vSphere被拆分为两个部

分 ： 生 产 和 研 发 / Q A ； 它 们 都 部 署 了

vCenter 、vSphere networking和VMware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VDS）。

该虚拟环境运行了大多数的应用程序—

Microsoft Exchange , 少量的Microsoft SQL 

服务器，由研发部门开发的自定义应用程

序，以及运行在Windows主机上的一个

CRM系统，该CRM系统使用是Oracle®数

据库服务器。

Focus-SQL服务器是标准的物理2U入门级数

据中心服务器。它有两个CPU，8GB内存，

4块SAS 2.5 ” 150GB硬盘，通过板载控制器

组成RAID-6阵列，另外还有2个1Gbit以太网

控制器。

在Focus-SQL上的单一300GB RAID卷有3个

分区：

Focus-SQL上的网络是标准的 – 静态IP地

址、DNS域名、AD中的成员。

由Windows Server ® 2012安装创建的100 

MB隐藏分区

120GB主引导系统分区（C区），其中操

作系统和Microsoft SQL服务器应用程序占

用了45GB

180GB主分区（D区），其中SQL数据库和

日志占用了75GB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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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 • 

• 

• 

• 
• 

• 
物理段容纳了物理服务器、ERP系统和主 

DC（域控制器）

生产虚拟段则是由vSphere VDS定义和管理

的

研发/QA虚拟段也是由vSphere VDS管理

NAS-1（8TB）用于物理服务器的备份。它

和其他大部分的物理服务器连接到相同的网

关上。Focus-SQL备份到NAS-1并使用8TB

存储空间。该服务器和NAS均通过1G Bit链

接到相同的网关。

NAS-2通过专用小网关连接到Production 

ESX i主机。IT部门在ESXi主机上安装了

Acronis Backup虚拟设备，以便对生产虚拟

机进行LAN-free的无代理备份。

NAS-3（研发/QA）将连接到一台R&D/QA

的ESXi主机，出于同样的理由，这里也安装

了Acronis Backup虚拟设备。
生产和备份存储

如上所述，生产存储是由VMwarevSphere使用的

一个集中式16TB SAN，备份存储在3个独立的NAS

设备上：

该企业拥有1Gbit扁平结构网络，运行在中级网关

上。其吞吐量是可接受的。在逻辑上，该数据中

心网络有3个主要的子网：

作为总体灾难恢复计划的一部分，IT部门和系统

集成商（SI）协定，使用距离生产数据中心100 

英里的独立设施。在灾难出现时，该企业有权要

求所需的硬件。

当 灾 难 发 生 时，该 系 统 集 成 商 将 部 署 一 个

Microsoft Hyper-V 虚拟环境，提供 15 台虚拟主

机，大容量内存，并且在虚拟主机的本地硬盘上

有充足的存储空间。SLA 规定系统集成商在收到

请求之后，需要在两个小时内让该 Hyper-V 基础

设施运转。这两个小时不包括恢复企业的生产工

作负载所需的时间。

由于客户可能需要不同的连接性、容量和功能，

故系统集成商将根据这一因素和成本考虑，不提

供SAN或物理服务器。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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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备份策略
该

*来源“：复杂性和数据的不断膨胀推动中小型企业采用新
一代的数据保护战略”, IDC, 2014年6月。样本：401家员
工人数少于1000的中小型企业

77% 的企业一致认为，最关键任务
应用程序的 RTO 应小于 4 小时 *

企业的备份策略是其总体灾难恢复计划的

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所需的IT设备和一个

业务连续性策略进行了描述，且该策略能够满足

企业运营的所有需求。

业务连续性目标

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描述了企业的恢复时间目标

（RTO）和恢复点目标（RPO）。在确定RTO和

RPO时，您需要考虑可用的预算问题。因为RTO

和RPO越短则越昂贵，需要的资源越多。

例如，零RPO和RTO需要您实施长距离的容错系

统。以秒数计的RPO/RTO则需要一个长距离的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该企业无法负担容错系统或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为确定企业在缺少关键系统的情况下可运转的最

大时间，该团队分析了业务流程、运行、停机时

间成本和可用预算。然后他们将该时间映射回到

RTO。该团队确定企业完全恢复并返回到正常运

营状态的RTO是96小时。

以此为基础，生产数据中心的RTO被确定为72小

时。任何单台服务器的RTO为24小时。在有了

RTO之后，灾难恢复计划的子计划都将短于企业

的RTO 。接下来，灾难恢复计划描述了该企业的

恢复点目标（RPO）。RPO是数据资产丢失可容

忍的最大时间期限。虽然所有的企业都想保留

100%的数据资产，但是经济考虑是行不通的。

相反，企业必须决定有多少数据资产可以被丢

失，并且以秒、分钟、小时或天为单位确定

RPO，即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到恢复之前的时间

长度。

该团队确定企业的RPO是24小时。这意味着，如

果发生灾难，那么该企业将丢失此前24小时内生

成的产品、资产和数据。企业数据的24小时 

RPO意味着IT部门需要每天进行数据备份。灾难

恢复计划中各个子计划的RPO可以等于或短于企

业的总体RPO。某些企业会对生产负载分级，根

据所生成数据的价值设置不同的PRO。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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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备份产品

• 

• 

• 

• 

可对企业的物理和虚拟系统提供数据保护

统一的控制台可配置、安装和维护每个产品

安克诺斯管理服务器（AMS），一个单一的

虚拟管理平台允许IT团队管理跨越多个

Acronis Backup Advanced产品的所有数据

的备份和恢复

磁盘和虚拟机镜像备份，使IT团队可以捕获

物理机或虚拟机磁盘或卷的完整镜像。

该企业使用了Acronis Backup Advanced来保护

其生产数据中心。Acronis Backup Advanced可

以为多系统环境提供统一的数据保护和灾难恢

复。它可以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保护个人的工

作负载或无缝融入一个高效的备份解决方案。

该企业之所以选择Acronis Backup Advanced，

是因为该套装产品可以提供：

备份源系统

该企业使用了Acronis Backup Advanced以保护

其所有生产任务——生产和研发/QA物理服务器

和虚拟机，以及Focus-SQL。完整备份捕获大约 

8TB未压缩数据。差异备份和增量备份所产生的

数据将急剧减少，因为它们将只存储修改过的内

容。该企业平均每天的数据变化量为1.5%；每天

的增量备份将获取120GB的数据，而每周差异备

份捕获大约600GB的数据。

有了Acronis Backup Advanced之后，该企业无

需使用合成或合并备份，因为单个传递备份可以

自动从备份点重建数据。

最后但也很重要的一点，该企业选择安克诺斯产

品是因为它消除了单点故障。每个工作环境均可

独立执行关键的操作，包括备份的发起和数据流

的优化等。 AMS仅用来处理管理和任务的报告。

• 

• 

• 

• 

• 

• 

对Microsoft SQL Server和Active Directory

的单个传递备份，使IT团队可以一次性捕获

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的数据。

对多个虚拟平台的支持，包括该企业数据中

心的VMware和灾难恢复站点的Hyper-V

无缝的P2V和V2V迁移，支持从物理服务器

到虚拟机和从VMware虚拟机到Hyper-V的

灾难恢复

对VMware和Hyper-V虚拟机的无代理备份

LAN唤醒，可以自动启动PC机，确保备份

按计划运行

统一的策略，使IT团队可以给一台或多台计

算机按组分配备份计划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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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存储策略

该企业最初是将其系统的所有内容备份到NAS设

备，然后将备份副本复制到 Acronis Cloud上。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可以在相同计划中包

含备份和复制两项操作。

有了本地备份副本之后，IT团队就可以快速恢复

单独工作负载，而不必从其他位置恢复备份副

本。存储在Acronis Cloud中的备份副本将用于灾

难恢复。

该方法借鉴的是安克诺斯推荐的3-2-1备份策略：

将所有数据保留在3个位置（生产系统、NAS上

的备份和Acronis Cloud中的备份），2种类型的

介质（磁盘和云端），以及一种异地存储的备份

副本。

备份日程安排

在确定了RPO、RTO、备份源系统和备份存储战

略之后，IT部门就可以轻松地定义备份日程安

排。Acronis Backup Advanced拥有一项可满足

该企业需求的GFS（祖-父-子）功能。

企业可以使用该功能，决定每月运行一次所有数

据的完整备份，每周进行一次差异备份，每天进

行一次增量备份，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存储需求和

缩短备份时间。

所有按天进行的备份都将在企业营业时间结束之

后的晚上10:00或更晚才开始。每周和每月的备份

都将在每个周五的晚上10:00开始。IT团队不需要

为每台服务器或虚拟机的备份定义精确的计时。 

安克诺斯的集中日程功能在定义周期内，会自动

为单个物理服务器随机分布备份任务。对于虚拟

系统，Acronis Virtual Appliance将自动限制同时

执行备份的虚拟机的数量。

IT无需定义备份窗口的中断周期。安克诺斯可对

虚拟和物理系统同时使用快照技术，所以操作不

受影响。安克诺斯的磁盘镜像技术还可以同步备

份所有数据，即使所有文件处于打开状态也无

妨。

备份时长

生产服务器将保留2TB的数据，而NAS-1则可以

每秒获取80MB的数据。平均压缩比为2:1，完整

备份（1TB）的生产服务器数据需要3-4个小时。

差异备份需要25分钟，而增量备份则可以在10分

钟之内完成。

生产虚拟服务器将保留4TB数据，而NAS-2的性

能和NAS-1差不多。完整备份需要8个小时，差异

备份在1个小时以内完成，而增量备份需要的时间

则不到25分钟。研发/QA团队的备份时长和生产

方面的物理服务器差不多，因为NAS-3的性能与

其同类不相上下。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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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计划

自

*来源“：复杂性和数据的不断膨胀推动中小型企业采用新一
代的数据保护战略”, IDC, 2014 年 6 月。样本：401 家员工人
数少于 1000 的中小型企业

根据这些RTO，绝大
多数企业在关键任务
应用程序停机时，最
多能忍受价值80,000
美元的信息丢失*

然灾害在某些地区很常见。例如，美国报

告每年有1,200多场龙卷风。地震、海

啸、洪水、森林火灾、飓风、泥石流和雪崩都能

摧毁一个数据中心，而且它们有时毫无预兆。

许多自然灾难能够影响整个地区，这就是为什么

您需要将一个备份副本存储在距原位置足够远的

原因。未雨绸缪是确保您的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

关键。

战争、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则是天灾之外的人

祸。在很多情况下，人为的灾难也许并非有意为

之。无论根由如何，因疏忽或人为错误引发的火

灾即可摧毁整个数据中心。

虽然有些人为灾难是可以预防的，但是，没有任

何企业能做到100%的全面防护 。

灾难恢复计划必须应对可导致企业停止运营或数

据丢失的任何事件。企业创建了一个高级的灾难

恢复计划，然后由IT团队为数据中心开发具体计

划。IT团队需要为灾难恢复流程的每个步骤制定

计划，编写说明并进行测试。

IT不需要为每台服务器或虚拟机创建灾难恢复计

划。Acronis Backup Advanced会自动生成单独

的计划，为恢复提供详细的自定义步骤，包括机

器名称、设置、系统配置、备份存档命名等。
在出现灾难时，单个计算机的高级计划将被激

活，里面有指导说明。IT团队将定期演练其灾难

恢复计划，以使每个工程师都能理解他们的目标

和任务。所有工程师都需要参加安克诺斯的培训

课程，接受安克诺斯认证工程师证书。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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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降临
日期 时间 操作/事件 详细说明

第1天 0:00mn 灾难发生。 数据中心被摧毁。

0:10am 企业管理部门启动灾难恢复计划。

0:11am IT 团队联系系统集成商。 系统集成商启动灾难恢复站点并部署Hyper-V环境。

0:15am
安克诺斯准备和递送该企业数据的硬盘，并在灾难恢复站点上

提供当天服务。

2:06am
系统集成商在灾难恢复站点上完成Hyper-V

环境的部署。

3:43am IT工程师登录灾难恢复站点。

4:11am
工程师使用安克诺斯启动媒体启动了两台

Hyper-V虚拟机，开始从Acronis Cloud恢复
Active Directory服务器。

恢复AD域控制器很重要，因为它们影响生产运营。有了Acronis Backup 
Advanced，工程师不需要等待其他步骤完成。

4:35am
工程师开始在其中一台 Hyper-V 主机上安装

AMS和统一控制台。
通过使用AMS，工程师可以快速部署Hyper-V代理，

然后开始同步恢复多台虚拟机。

4:41am
工程师开始批量将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Hyper-V代理安装到所有 
Hyper-V主机上。

安克诺斯控制台也同步安装大量代理以节省时间。

当灾难真的发生时，企业的管理部门将立即启动灾难恢复计划。 IT 团队开始恢复数据中心。以下是其时间线。

IT团队联系安克诺斯并调用Acronis Cloud
“大规模恢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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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操作/事件 详细说明

4:55am AMS和控制台部署完成；为加速恢复，工程师在每
台 Hyper-V 主机上安装控制台。 该环境已经为主要恢复操作做好了准备。

5:01am 工程师开始将数据从 Acronis Cloud 恢复到 5 台
更关键的服务器。 同时他们也在等待硬盘的送达。Focus-SQL 服务器是5台关键服务器之一。

5:53am AD DC虚拟机恢复完成。 服务器现在已经可以启动。工程师将设置IP配置并检查AD/DNS运行。

6:11am AD DC 服务器可以运行。全天将继续进行其他
服务器的恢复。 网络（IP/DNS）配置完成。

7:18pm 灾难恢复站点的大型恢复硬盘（LSR HDD）快递 
已送达。IT 经理将这些硬盘分发给工程师们。

7:27pm 工程师们将 LSR USB HDD 连接到 Hyper-V主
机，并且开始直接将备份恢复到虚拟机。

多个工程师可以从本地控制台访问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Hyper-V代理。

11:11pm

　在每台虚拟机的恢复过程中，工程师会启动该机
　器，输入正确的 IP 配置，确保 AD 任务通信，删
除 VMware 和硬件的特定监控工具，然后安装

Hyper-V 集成服务。

第2天 1:13am 所有 Hyper-V 虚拟机均已恢复。 Acronis Universal Restore 将确保所有不同配置的机器均可运行。

1:20am 工程师们完成了个人工作任务的恢复，开始进行
全范围基础设施和系统性测试。

对全范围基础设施的测试将确保 SQL 集群的运行和对 Exchange 电子邮
件、ERP 系统等的访问。系统性测试则将模拟用户工作，以确保顺畅运行。

4:00am 数据中心恢复完成。 总计时长：28小时

该 数据中心已经恢复运行，优于RTO目标。但是，该企业的灾难恢复计划尚未全部执行。还有一些后续计划仍在处理当中 — 例如员工的办公和生产设备的搬
迁，连接笔记本电脑和新台式机到灾难恢复数据中心等。

应用案例

由于新Hyper-V虚拟机的MAC地址已经改变，所以原来的IP配置已经
过时。Acronis Backup Advanced在恢复的过程中会删除IP配置，

以避免出现相关的Windows错误消息和IP地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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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Focus-SQL 服务器
工 -

-

-

-

程师们在第一天早上5:01时恢复了Focus

-SQL服务器（在LSR HDD送达之前恢复

的接5台服务器之一）。其数据是从Acronis 

Cloud直接恢复到Hyper-V虚拟机上。步骤如

下：

• 

• 

• 

• 

• 

工程师启动AMS并连接到主机上的Hyper-V

代理。

工程师启动恢复向导。

在Select Data（选择数据）域中，工程师浏

览云端存储并登录到Acronis Cloud中的企业

帐号。

在选择Focus-SQL服务器备份之后，工程师

选择 “恢复至新的虚拟机”选项。

工程师选择Hyper-V作为目标并配置该虚拟

机：

• 

• 

• 

• 

• 

• 

• 

恢复开始。

完成之后，虚拟机自动启动。

工程师使用Hyper-V管理控制台连接到虚拟

机，以确保它正确启动。

Acronis Backup Advanced将网络驱动程序

注入虚拟机中。工程师重启虚拟机，登录并

设置IP配置。

工程师安装Hyper-V集成工具以获得最佳性

能。

工程师确保SQL服务器正常运行，可以和 

DNS以及AD域控制器通信。

Focus-SQL服务器的恢复完成。

• 

• 

• 

• 

• 

• 

部署操作系统，因为在磁盘镜像备份中已经

有操作系统

恢复系统状态，因为它和磁盘镜像备份无

关。

安装备份代理，因为有了Hyper-V，一切都

无需代理即可完成

无需进行单独数据恢复，这是单个传递备份

和恢复的优势

恢复增量备份，因为单个传递恢复和增量备

份是自动恢复的

前滚SQL/Exchange日志，因为增量磁盘镜

像备份包括了完整的系统和最新的数据状

态，并不仅仅是事物日志。

工程师定义了要恢复的单独分区的大小。

C盘有160GB（原为120GB），D盘有340 

GB（原为180GB）。

工程师选择在恢复完成之后让虚拟机自动

启动。

工程师将CPU和内存配置保留为和原机器

一致（2个CPU和8GB内存）。

按数据库管理员的要求，工程师将磁盘大

小从原来的300GB提高到500GB。

恢复如此之快是因为工程师不需要：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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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灾难摧毁了企业的数据中心，但是该企业早

有准备。IT团队已制定灾难恢复计划，包

括恢复点目标、恢复时间目标、备份源系统、备

份存储策略、备份日程安排和备份时长等。管理

团队已批准该灾难恢复计划。 IT团队定期使用不

同的方案演练该计划。

操作的时间线清晰地安排了IT工程师还原数据中

心和恢复运营而采取的步骤。使用Acron i s 

Backup Advanced套装产品，IT团队可以实现预

先在灾难恢复计划中设置的所有业务目标，在28 

小时之内恢复所有的数据中心运营，远远低于72

小时的RTO目标。

IT团队使用了以下Acronis Backup Advanced产

品以支持其数据中心的备份和恢复：

• 

• 

• 

• 

•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Windows-

Server：对运行在Windows服务器操作系统

上的整台Windows计算机进行基于镜像或文

件的备份。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VMware和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Hyper-V：对 

VMware/Hyper-V虚拟机进行无代理备份，

包括对Microsoft Exchange 、SQL Server、

SharePoint和Active Directory的应用程序支

持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Exchange：

备份Microsoft Exchange服务器 并包括集群

支持和粒度恢复功能。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SQL：对 

Microsoft SQL Server的单个传递备份并具

备从单个数据库/内容数据库乃至整个服务

器的应用程序感知恢复功能。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SharePoint：

对SharePoint平台中任意服务器角色的单个

传递备份并具备从单个数据库/内容数据库

乃至整个服务器的应用程序感知恢复功能。

• 

•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for Active Direc-

tory：对域控制器、Active Directory 数据

库、SYSVOLS和日志的连续单个传递备份和

恢复。

Acronis Backup to Cloud：为数据中心中的

可拓展的异地存储提供灵活订购选项——可

以选择初始种子和大型恢复计划。

Acronis Backup Advanced套装产品均搭载安克

诺斯AnyData引擎，该引擎结合了备份、裸机恢

复和系统恢复功能，可完美保护本地、云端或远

程办公室的数据。通过Acronis Backup Advanced，

企业简化了备份和灾难恢复任务，显著减少了IT

团队用于恢复在其数据中心而付出的时间和精

力，使其在28小时之内即可恢复正常运行。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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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is 产品和解决方案
致力于灾难恢复

任意服务器
实体
虚拟

任意应用程序
MS Exchange

MS SQL Server
SharePoint

Active Directory

任意保护
数据备份
安全访问
裸机恢复

迁移
系统部署

任意存储位置
云端

内部部署
远程办公室

任意设备
服务器
工作站
手机

任意操作系统环境
Windows
Linux

NTFS
ReFS
FAT16/32
Exr2/3/4

ReiserFS3
XFS
JFS

VMware
Hyper-V
XenServer

RHEV
Oracle VM

V2V
V2P

P2V
P2P

任意文件系统

任意虚拟环境

任意迁移

AnyData Engine

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是核心技术套件，可以帮

助所有安克诺斯新一代数据保护产品捕获、存

储、恢复、控制和访问存储在虚拟、物理、云端

和移动环境中的数据。它拥有100多项专利，模

块化的架构，允许您使用一种或多种为专为特定

环境设计和优化的安克诺斯产品，并且让您可以

根据自己的技术架构的发展添加和混合更多的产

品，而不必更换任何产品。使用相同的统一控制

台配置、安装和维护每一种产品。如果您有多个 

安克诺斯产品，则可以使用安克诺斯管理服务器

（一个虚拟的管理控制面板界面），它可以让您

跨越多个安克诺斯产品轻松管理所有数据的备份

和恢复。通过安克诺斯的统一策略，系统管理员

可以定义和管理统一的数据保护策略，并且还可

获得高效率的精细控制。无论您的数据是位于本

地、云端还是在远程办公室，AnyData引擎都能

帮助您完成数据备份、裸机恢复、迁移、系统部

署、恢复和访问等功能。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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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is Backup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Acronis Backup to Cloud

Acronis Backup搭载了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

可简化您的关键数据的备份和灾难恢复操作，即

使您不是一个IT专家，也同样可以保护自己的整

个系统。

安克诺斯的专利磁盘映像技术为特定的业务系统

设计，将单程备份功能和易用界面结合起来，使

您仅需一个简单步骤即可获取包括操作系统、应

用程序、数据等在内的一切内容。

然后您可以在数分钟之内将整个系统恢复到任何

硬件或虚拟机，并且具有完整的数据；或者您也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文件、文件夹和应用程序

恢复到任意位置。

在Acronis Backup系列中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多合

一的完整解决方案，专门为管理您的Windows® 

Server /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 / Linux 

server 、VMware ® 和单独的PC机量身定制- 可

以减少停机时间、数据损失和强化IT管理。

Acronis Backup Advanced 搭 载 了 安 克 诺 斯

AnyData 引擎可提供针对多系统环境的功能强

大、易于使用的统一的数据保护和灾难恢复平

台。根据您的业务需要，您可以部署单个的解决

方案，或者将它们完美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高

效的备份解决方案，并使用统一的控制台进行管

理。该产品套件包括本地和云端的备份和恢复功

能，支持虚拟和实体的 Windows®/Linux 环境；

VMware®、Microsoft®、Citrix®、RedHat®

和 Oracle® 虚拟机监控程序；以及 Microsoft 

Exchange、SQL Server®、SharePoint® 和

Active Directory®。您可以在数分钟内将单个文

件、应用程序数据或整个系统恢复到任何位置—

这不但减少了停机时间，而且在最大程度上保护

了数据。Acronis 的新一代技术专为需要完整、

高效和易用解决方案的多系统环境设计，简化了

对您的关键数据的备份、灾难恢复和安全访问操

作，减少了数据丢失、IT 管理时间和拥有总成本。

Acronis Backup to Cloud可以提供安全和可扩展

的灾难恢复、数据保护以及随时随地异地备份任

何数据的功能。它是一个非常全面、对用户很友

好的多合一备份解决方案—您只需要购买预订服

务，选择您需要的存储容量就可以了。

Acronis Backup to Cloud利用了安克诺斯AnyData

引擎的强大功能，使您可以轻松备份磁盘、分区

和文件到安克诺斯远程数据中心安全的软件定义

存储区，并在需要时快速恢复文件、文件夹、应

用程序或整个系统。

其模块化的架构让您可以按独立模式使用Acronis 

Backup to Cloud或者完美融合Acronis Backup 

和Acronis Backup Advanced产品。

应用案例



5 大理由选择
Acronis Backup for Disaster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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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eten.cn/trialBuy/acronis/personal/index.html

1. 专利的磁盘和虚拟机镜像备份，使IT团队只需一个简单步骤，即可备份和维护物理机或虚拟机上的磁盘或卷的完整镜像。

2. 安克诺斯以统一的备份格式存储数据，这样您就可以轻松地将其恢复到任意平台，而无需考虑源系统的问题，并且支持恢复到裸机。

3. 安克诺斯支持P2P、P2V、V2V和V2P迁移。

4. 这是一个全面而易用的解决方案，安克诺斯AnyData引擎提高了IT团队的工作效率，可帮助企业确保业务的连续性。

5. 轻松简单的恢复提高了用户的生产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