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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保护类别

主要特点

动态恶意软件检测系统强化

集中管理门户

终端检测和响应

取证

勒索软件恢复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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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帮助保护您组织的关键网络接入点

终端保护软件监控和管理进入您公司网络的接入点。这些软件工具可防止安全威胁并管理跨多个
设备的安全措施。

随着在家工作和雇用移动劳动力的趋势，终端保护工具对于维护安全环境变得更加重要。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是唯一一个本地集成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和管理以保护终端、系统和数据
的解决方案。集成和自动化提供无与伦比的保护⸺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TCO。

自动漏洞修补和漏洞评估。

包括客户端管理、推送安装功能以
及活动目录集成和同步。

提供主动威胁检测，利用机器学习
技术对恶意活动进行补救。

支持恢复被勒索软件删除/加密的
文件的能力。

包括在攻击期间（近乎）实时地以
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端点上发生的
事情的完整可见性。

启发式应用于文件以识别与已知恶
意软件的相似性并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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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因顶级
功能和特性获得认可

什么是数据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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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审平台SoftwareReviews.com将安克诺
斯数据保护软件评为终端保护软件类别中的数
据象限冠军

SoftwareReview使用用户满意度分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评估软件功能和特性的各个方面。这些评级
使用满意度量表来确定软件是令人愉悦还是令人失望，从而创建了总体用户价值的有力指标。

94%

100%

#1 客户评价
 最有可能推荐

的软件

#1 客户评价 
计划更新软件

品类领先用户人气
安克诺斯客户提供了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综合评
分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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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提供卓越的产品体验

您的网络与您的接入点一样强大。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一
个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保持安全的合作伙伴。

安克诺斯客户对我们帮助客户针对威胁进行创新的方式给
予了高度评价。这使我们成为当今的正确选择，并在未来
威胁演变时为您提供支持。

总体评分 ‒ 功能的广度

86%

100%
帮助创新

情绪谱量表

消极的 中性的 积极的

-4    -3    -2     -1 -1     +2   +3   +4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是最实惠的解决方案之一，它还
提供出色的特性和功能。

来自计算机服务高级工程师的评价

凭借涵盖备份、数据保护、恢复和现在终端的不断扩展的解决方
案，我们的客户喜欢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为市场带来的广泛功
能。

以动态特性引领潮流

安克诺斯在顶级终端功能上击败市场同类产品

组件

集中管理门户

动态恶意软件保护

终端检测和响应

勒索软件恢复和清除

85%

83%

83%

85%

66%

78%

50%

50%

78%

78%

72%

80%

72%

78%

75%

66%

Cyber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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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Reviews产品体验驱动的顶级因素

鼓舞人心的

性能增强

独特的功能

可靠的

50 60 70 80 90 100
Acronis 市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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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驱动性能提高网络安全
标准

随着安全威胁的世界不断快速变化，选择一个也在不断发
展的合作伙伴很重要。

我们了解在不断变化的网络安全领域保持领先是多么困
难。我们的使命是继续推进市场领先的功能，同时确保我
们的客户获得出色的产品体验支持。

该产品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终端安全解决方案相对较新，但功能正在快速构建。
来自管理服务提供商的安全工程师的评价

网络保护双金奖

BACKUP AND 
AVAILABILITY

2021

完整的网络保护解决方案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是唯一一个本地集成网络安全、数
据保护和管理以保护终端、系统和数据的解决方案。集成
和自动化提供无与伦比的保护⸺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 
TCO。

我们的客户也因此而喜欢我们。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还
是2021年4月SoftwareReviews备份类奖项的金牌得主，这
证明了我们多用途平台的价值。

97%
不断改进

情绪谱量表

消极的 中性的 积极的

-4    -3    -2     -1 -1     +2   +3   +4

安克诺斯客户对我们产品
的不断创新和改进给予了
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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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十分满意

高度满意

几乎满意

失望

功能满意度

85%
满意 80%

47%

类别平均

的客户很满意

集中管理门户
ACRONIS CYBER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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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诺斯网络保护云 : 专为服务提供商打造

安克诺斯网络保护云专为管理服务提供商（MSPs）打造，将备份和下一代基于AI的反恶意软件、
防病毒和终端保护管理整合到一个解决方案中。

集成和自动化为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降低了复杂性，同时提高了生产力并降低了
运营成本。

  •  世界级的备份和恢复解决方案
  •  金牌终端保护支持
  •  加强网络保护
  •  支持 MSPs的内置工具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不仅具有备份
功能和易于使用的集中式控制台，那么无需再犹豫了，直
接选择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

来自MSP MEA技术主管的评价

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销售支持。 我接触过的每个人都非常友好。
来自管理服务提供商的高级安全工程师的评价

通过下一代安全功能提供巨大的客户价值

安克诺斯主动防护

通过内置的勒索软件自动恢
复保护您的客户，并通过专
注于零日威胁的基于AI的反
恶意软件分析得到增强。

漏洞评估

扫描客户端机器的漏洞，以
确保所有应用程序和操作系
统都是最新的，不会被网络
犯罪分子利用。

#CyberFit分数

对一组安全指标进行评估和
评分，以确定差距并提供有
关如何提高客户整体安全性
的建议。

集中管理门户功能允许服务
提供商快速查看可安全有效
地管理多个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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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最需要我们时，我们就在那里

当安全事件发生时，您需要知道您的供应商会为您提供帮
助。

安克诺斯客户对我们提供的整体供应商支持给予高度评
价，认可我们的可用性和提供帮助的承诺。

来自管理服务提供商
技术副总裁的评价

最喜欢的软件方面：技术
支持的可用性和愿意提供
帮助。

来自管理服务提供商的
高级安全工程师的评价

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一流的
技术和销售支持。 我接触
过的每个人都非常友好。

组件

尊重性的

客户利益至上

有同理心

有效的

高效的

+97

+86

+95

+92

+89

+91

+69

+84

+72

+77

+84

+82

+87

+90

+85

+93

+86

+84

+89

+81

Cyber Protect

十分满意

高度满意

几乎满意

失望

功能满意度

83%
满意度 77%

41%

类别品均 

的客户很满意

供应商支持
ACRONIS CYBER PROTECT

89%

客户对我们服务体验
的有效性评价

是什么让我们的支持很棒
在安克诺斯，我们相信优秀的服务体验是将同理心与解决
问题的有效性相结合。

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客户在所有让他们满意的核心
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评价⸺用伟大的产品提供伟大的
服务体验。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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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克诺斯保护您的资产

50 7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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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数据表明，与业务价值的联系是驱动对软件平台满意度
的因素。如今，对您的业务而言，没有什么比数据更重要。

安克诺斯客户对我们交付业务价值的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无
论是通过终端保护、关键信息备份还是发生事件时的恢复。

为什么用户推荐安克诺斯
超过50万的客户选择了安克诺斯，因为我们的市场领先功能，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验，以及我
们是一家不断创新并为客户提供价值的公司。

⸺安全、托管服务

如果您需要对终端上的所有
形式的威胁进行绝对保护，
那么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
就是答案。 ⸺IT顾问

安克诺斯在制造产品方面做
得非常出色，这些产品易于
使用，且价格极具吸引力。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是一
款出色的产品，是满足业务
终端保护需求的必备产品。

82%

工具交付商业
价值的能力

超越预期
顶级供应商是那些能够准确
捕捉客户需求并交付这些结
果的供应商。安克诺斯的客
户在我们超出预期的趋势中
将我们评为第一名，这表明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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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终端保护软件

终端保护（Endpoint Protection）软件可保护计算机网络免受来自远程客户端设备（例如笔记本
电脑、手机和台式电脑）以及其他云解决方案（例如IoT设备）的威胁。组织的终端保护平台是检
测、缓解和防御网络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随着居家办公和随时随地工作的趋势不断发展，这些工具在保护企业网络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其能力也在提高。今天的顶级工具仍然包括基本的防病毒和恶意软件检测，但其已经发展为
支持大规模系统管理功能，以集成多种工具、自动检测和响应功能、勒索软件恢复和AI功能。

关于安克诺斯

安克诺斯网络保护云将备份和下一代基于AI的防恶意软件、防病毒和终端保护管理整合到一个解
决方案中。集成和自动化为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降低了复杂性，同时提高了生产
力并降低了运营成本。

凭借屡获殊荣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反恶意软件和基于区块链的数据身份验证技术，安克诺斯可以保
护任何环境⸺从云到混合再到本地⸺成本低且可预见。

安克诺斯于2003年在新加坡成立，2008年在瑞士注册成立，目前在19个国家/地区的34个地点拥
有 1,500多名员工。其解决方案受到超过550万家庭用户和500,000家公司（包括100%的财富1000
强企业）和顶级职业体育团队的信赖。安克诺斯产品可通过150多个国家/地区的50,000个合作伙
伴和服务提供商以40多种语言提供。

关于SoftwareReviews

SoftwareReviews是Info-Tech Research Group的一个部门，Info-Tech Research Group是一家
成立于1997年的世界级IT研究和分析公司。凭借二十年的IT研究和咨询经验，SoftwareReviews
是专业知识和洞察企业软件领域的领先来源，以及 客户-供应商关系。

通过从真正的IT和业务专业人士那里收集数据，SoftwareReviews方法可以对评估和购买企业软
件的体验产生最详细和最真实的见解。

数据质量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确保我们收集的数据来自有经验的用户，因此您
可以信任它并自信地做出决策。通过强大的质量保证流程，对每条评论的真实性进行彻底检查。
动态评论根据评论者的角色和经验进行调整，避免不准确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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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安全类别覆盖范围

SoftwareReviews涵盖54家供应商，并针对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组织正在使用的14种关键产品发布
了1,000份由用户生成的详细评论。这些审查着眼于能力和功能重要性和满意度的关键指标，以及
用户体验和对这些产品供应商的信任。

关于SoftwareReviews研究方法

SoftwareReviews收集用户洞察，帮助组织更有效地选择满足其需求的软件、衡量业务价值并改
进选择。

本报告中显示的数据和见解是从Endpoint Protection类别的1,000名经过验证的用户那里收集的。

SoftwareReviews报告的排名、结果和定位完全基于从专有在线调查引擎征求的最终用户反馈。

强调产品功能，从客户那里获得强烈推
荐。

领导者
这些产品在市场上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
平衡了强大的功能和出色的用户体验。

挑战者
在某些领域表现强劲，而在其他领域则落
后。通常是一个可以找到崭露头角的供应
商的区域。

服务之星
强调良好体验并与客户建立牢固关系的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