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
产品功能及特点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

在威胁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管理网络安全保护是一项巨大挑战，要应对日益复杂的IT基础架构以及复杂的网络攻击，需
要采用全面的解决方案来保护每一份数据的安全。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15具有全栈的反恶意软件保护和全面的终端管理，通过集成独特的保护技术来抵御高级的网络
攻击，是唯一一款集成数据备份和终端安全保护的解决方案。

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将备份与先进的防勒索软件技术集成，以保护数据免受任何威胁的侵害；整合的一体化安全解
决方案，为IT管理人员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可管理性，在提高安全性和生产率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全面的网络安全保护
简单、高效、安全备份适用于任何应用场景

勒索软件防护
业内首款集成勒索软件防护功能的备份
产品

人工智能、熵值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

从源端保护计算机数据免受勒索软件攻击

可以防止99.99%的由勒索软件导致的系统损坏

受攻击影响的文件都会被自动恢复

集成的自我防护能力，确保备份存档和系统关键文
件不被破坏

下一代网络安全

先进的基于AI的行为检测引擎
可防止零日攻击

可靠的备份和恢复

完整镜像和文件级备份、灾难恢复
以及元数据收集，进行安全取证

企业数据保护管理

URL过滤、漏洞评估、补丁管理、
远程管理、磁盘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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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增量备份
专有的磁盘级始终增量备份技术和技术
更先进的单文件备份格式

利用了增量备份的速度优势，同时避免了难以删除
过期备份的主要劣势

采用数据状态图谱技术，始终执行增量备份

减少了频繁完整备份带来的压力

避免长期增量备份带来的风险

可配置保留规则，可清理过期的恢复点

大幅度地缩短了备份时间窗口，提高业务连续性

安克诺斯产品特点



完美支持Linux
稳定、高效、全面地支持各个Linux发行版

先进的SnapAPI驱动可在系统底层捕获数据

高效稳定地实现Linux系统、磁盘、分区、文件、文件
夹的备份与恢复

支持RedHat、CentOS、SUSE、Ubuntu、Fedora、
Debian、Oracle Linux、ClearOS、银河麒麟、凝思
Linux等

广泛的内核支持，从2.6.9到5.8

磁盘镜像技术
独特的数据块捕获技术，速度更快

灵活的恢复方案
多种恢复方法，满足实际业务需求

单独恢复指定的文件或文件夹

虚拟机增量恢复

将物理机的业务在虚拟机中立即运行

恢复到原位置或新位置

恢复时保留文件元数据，例如权限、属性、修改时间

本地和远程恢复

安全区
实现备份数据本地安全保存

本地磁盘的隐藏分区

仅安克诺斯软件可以访问，深层保护备份存档

利用本地磁盘的速度优势

快速备份和恢复

结合可启动恢复管理器使用更高效 

F11启动恢复
实现系统故障的一键式恢复

启动过程中按F11键进入恢复界面

工控机和工作站恢复初始配置的首选功能

支持MBR和GPT磁盘分区

无需U盘引导

可灵活地启用和禁用

在磁盘驱动和操作系统之间插入捕获驱动

保护整个系统环境、磁盘、分区、应用程序、文件或
数据库

独特的备份存档格式有利于检索备份中的数据

简化业务恢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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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存储位置
随着数据的增长，轻松扩展存储

本地存储位置：本地磁盘、安全区

网络存储位置：共享文件夹、NFS共享、NAS设备、
SAN存储

异地位置：SFTP、安克诺斯存储节点、私有云、公有云

磁带设备：单独的磁带机、物理磁带库、虚拟磁带库

无需担心因数据增长而产生额外的软件开销

无与伦比的压缩与重删率
减少存储硬件的开销

备份文件更节省空间

内置的多级别压缩选项

块级别重复数据删除支持任意类型的数据，可节省
达90%的空间

支持存档内重删和全局重删

性能管理
有效降低备份任务对生产业务的影响

三种性能级别调整

可自定义时间段来区分性能级别

CPU资源占用优先级管理

按百分比或速度管理硬盘和带宽速度

例如：在生产时间段禁止运行备份任务，在空闲时间段
限制任务的性能为50%，在节假日任务的优先级最高



完整的数据保护
一个方案即可保护企业所有数据和系统

支持Windows、Linux、Mac等操作系统

包括引导程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及配置、数据库、
特殊设置等所有数据

支持Microsoft 365 邮箱、OneDrive for Business

支持VMware、Hyper-V的无代理备份

支持基于KVM的虚拟化、Citrix XenServer、RedHat 
企业虚拟化、 Parallels VM、 Oracle VM等虚拟化的
有代理备份

异机还原
智能驱动匹配技术，平台间任意还原

将物理机的备份恢复到虚拟机、物理机（P2V、P2P）

将虚拟机的备份恢复到物理机、虚拟机（V2P、V2V）

在不同的虚拟化或云平台间迁移系统(V2V、V2C、
C2V、C2C、C2P、P2C)

将系统恢复到更大空间的磁盘中，以扩展分区可用
空间

全面虚拟化支持
支持国内外所有主流虚拟平台

包 括 ：V M wa re、H y p e r-V、基 于 KV M 的 虚 拟 化、
Citrix XenServer、RedHat企业虚拟化、Parallels 
VM、Oracle VM、银河麒麟和华为、深信服、H3C、联
想等超融合及虚拟化平台

闪回技术可在几分钟内快速恢复到虚拟机

将VMware vSphere虚拟机复制到本地或远程站点，
通过故障转移功能实现高可用性和异地灾备

支持即时恢复的能力，无需数据传输即可将备份以
虚拟机启动

定制化仪表板和报告
实时监控保护状态，便于快速响应

可灵活自定义的仪表板，特别适合大屏展示

根据需求定制报告，可下载或自动发送

随时掌握备份和恢复的最新状况

专注于环境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失败或者警告

成熟的备份云
混合云备份、恢复和保护解决方案

专门针对服务提供商和软件经销商而设计

与现有业务绑定，为最终客户提供附加价值

包括：备份、灾难恢复、文件同步和共享、公证、电子
签名以及更多安全服务

无需实施即可快速开展业务

区块链公证
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真实性证明

首款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真实性证明的备份解
决方案

为每个文件生成一个独立指纹，在以太坊区块链中
公证并生成证书

可通过证书和指纹的一致性验证文件的真实性

特别适合用于GxP法规的遵从性

备份验证
多种验证途径，根据需求选择

备份存档哈希验证

灾难恢复测试

可恢复性验证

满足数据备份审计要求

网页备份控制台
集中管理所有设备，简单高效

现代化的管理面板提供直观展示

鼠标或触控均可获得友好体验

易于学习和使用，减少适应时间，提高效率

分级、分组管理，贴合企业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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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快修补过程来节省时间

消除打补丁困难和延迟

降低因不正确的修补程序造成的违规率

支持更快，更可靠的操作

通过仅还原干净数据来提高安全性

通过减少终端的负载来避免性能下降

防病毒和反恶意软件保护
主动保护数据、应用程序和系统免受高级
网络攻击

使用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可以获取扩展的主动防
御能力，通过基于AI学习的静态扫描，以及基于启发式
行为分析的、反恶意程序、防勒索病毒和防隐蔽挖矿技
术获得实时保护。主动保护数据、应用程序和系统免受
当今高级攻击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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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备份文件进行反恶意程序扫描
提供额外的安全性

使用内置的恶意软件扫描功能，阻止从备份中还原被
感染的文件。通过在集中的存储位置扫描完整磁盘备
份，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可帮助查找发现潜在的漏
洞和恶意软件，确保用户还原的是一个干净、无恶意软
件的备份，同时减少终端的负载。

独一无二补丁管理
在问题发生之前修复问题

软件补丁和更新对于确保业务环境的安全至关重要，
并且可以在已知漏洞变成问题之前对其进行修复。通
过对Windows上的Microsoft和第三方软件提供补丁
管理支持，您可以轻松计划或手动打补丁，以保护数据
安全。

故障安全修补
消除不良补丁导致系统无法使用的风险

不良的系统补丁可能会使系统无法使用。在实施补丁
之前，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会执行自动镜像备份，以
便在补丁出现问题时，可以轻松还原到工作状态。

持续数据保护（CDP）
避免关键应用程序中最小的数据丢失

安克诺斯的代理程序会监控对所列应用程序的数据做
出的所有更改，并持续备份，以使得在计算机下次备份
时不会丢失最近的更改。

漏洞评估
检测漏洞，保护数据

通过识别和修复系统中存在的漏洞，保证数据安全。通
过漏洞评估功能，您可以扫描计算机以检测漏洞，从而
确保所有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都是最新版且可抵御网
络犯罪分子的攻击。

远程桌面访问
共享连接，远程服务

居家/外出办公的员工可能需要访问其办公室的计算
机，但组织可能未配置用于远程连接的VPN或其他工
具。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让您可以将RDP链接与您
的用户共享，从而使他们可以远程访问计算机。

自动发现和远程安装代理程序
简化安装代理程序的过程，一次部署多个
代理程序

通过在云和本地部署中一次性安装多个代理程序来简
化安装过程，节省时间和资源。借助基于网络和基于
Active Directory的发现功能，您可以轻松地远程安装
和应用保护计划，从而帮助您确保数据安全。



跨20多种平台的数据保护
广泛保护多平台，一个方案保护所有应用场景

整合每个物理、虚拟或云等所有工作负载，以保护所有
平台上的数据。将新的应用程序无缝集成到现有环境，
从而提供持续且全面的数据防护。

灵活的监控和报告
轻松管理数据，快速识别和修复问题

简单明了的报告有助于简化操作，同时为您提供成功
保护数据所需的洞察信息。自定义仪表板的小组件可
查看有关驱动器运行状况、活动警报、缺失的更新等报
告，从而帮助您快速识别和修复问题。

确保要恢复生产的系统没有恶意软件

减少重复感染的几率

自动化并加快恢复过程

减少误报并确保始终可访问合法数据

无需手动将独特应用列入白名单，从而节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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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恢复
将反恶意软件更新和补丁整合到备份恢复
过程中，避免再次感染

操作系统的备份镜像中可能已感染了恶意软件，并在
计算机恢复后可能再次感染系统。安全恢复功能可以
通过在恢复过程中使用集成的反恶意软件扫描来防止
感染重复发生。

独一无二

调查针对公司数据的“内部”攻击（专利信息盗窃，
信息泄漏等）

简化并加快调查过程

改善内部安全

确保所有重要数据都已备份

快速发现失败的备份并突出显示威胁

得到降低风险的直观建议

提醒IT定期备份指定类型的数据，满足合规性要求

取证数据收集
基于镜像的备份技术，备份中包含取证
调查价值的元数据

保持合规性并运行内部调查是一个花费高昂代价的过
程。利用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中内置的取证模式，通
过从磁盘级备份收集数字化证据（如内存转储和进程
信息），实现合规性要求的管理并实施更快的内部调
查，以简化未来的分析。

独一无二 数据保护地图
通过分类、报告，以及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
分析，来监视文件的保护状态

通过获取有关存储数据的详细信息自动对数据分类，
并跟踪重要文件的保护状态。通过数据保护地图，确保
关键数据受到保护，以便进行合规性报告。无论是否备
份文件，系统都会发出警报，帮助进一步保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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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和本地白名单
防止错误检测和误报，更智能地对备份
存档进行启发式检测

传统的全局白名单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定义应用程
序。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使用高级反恶意软件技术、
机器学习和启发式行为分析等技术扫描备份，将组织
的独特应用程序列入白名单，以避免将来出现误报。

独一无二



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www.tieten.cn

磁盘运行状况监测
监控磁盘健康状况，提前预警

通过监控磁盘运行状况，避免不可预测的数据丢失，并
增加正常运行时间。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通过使用
机器学习技术在S.M.A.R.T.报告中以及使用各种操作
系统参数中了解磁盘状况，在磁盘出现问题之前发出
警报，以便您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数据。

在确保正确配置Windows Defender的同时消除复
杂性。使用安克诺斯保护计划，您可以控制Windows 
Defender Antivirus和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检测事件，并在多个计算机之间强制执行设置。

Windows Defender Antivirus或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管理 

远程设备擦除
更好地控制敏感数据，防止关键业务数据
落入坏人之手

使用安克诺斯数据保护软件可以远程擦除受损或丢失
的Windows设备上的数据；可以轻松防止人为错误造
成的删除数据；可以阻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任
何敏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