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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is® vmProtect™ 7 规格书
最适合 VMware® vSphere 的备份解决方案
您已为您的服务器进行虚拟化并开始着手计划下一步。您的重要数据和之前在5台或10台机器上执行的应用程序现在也开始在单台
服务器上同时运行。那么您对于停机时间的忍耐度如何? 一天? 一小时? 还是零? 您说您现在没有时间处理您的VM的备份与恢复?
再想想!
Acronis® vmProtect™ 7 是市面上最快也最易于使用的VMware® 备份恢复解决方案。

用户友好的网页接口
只要5分钟即可完成安装并开始使用 Acronis® vmProtect 7™。

为何该采用 vmProtect 7?
• 数分内完成安装 数分内完成安装 不论是作为虚拟设备来安装、安装到任何Windows服务器或计算机。无代理程序备份与恢复
意味着您可迅速开始保护您的 VM。
• 超易使用 自行选择从VMware vCenter™ Server或使用 vmProtect 7 直观性的网页接口管理备份与恢复任务。不论您决定如何
操作，vmProtect 7™ 都能指引您进入备份过程并使恢复整个VMware vSphere ESXi 主机、虚拟机、或单一文件，就和使用鼠标
一样简单。
• 恢复整个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或单一项目 可从 VM 备份 (如信箱、邮件、联络人等) 进行。
• 无代理程序复制 您的 VM 到另一个主机，能提供额外的保护并在遭遇灾难时更迅速恢复。
• 裸机恢复整个 VMware vSphere ESXi 主机 包含 VMware 管理程序的二进制文件、偏好设置，以及所有经 hypervisor 管理的虚
拟机都能恢复到同一，或完全不同的裸机中。而多数其它解决方案均只能恢复虚拟机。
• 灾难恢复计划 自动产生并显示灾难发生时该进行的各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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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Acronis® vmProtect 7™ 的好理由
压缩及内建重复数据删除 从备份中移除不必要的数据，减少备份文件所需的存储容量。
安全备份与资料验证 政府级 256-bit 数据加密，确保只有您可存取您的数据，并经验证确认备份完整性。
快速恢复 VM 只要从备份执行 VM 不需进行完整恢复。
与云端完美整合 由Acronis 提供的vmProtect Online 存储订阅选项可在远程备份您的数据，确保发生本地灾难时可存取数据。
无限转移 实体或虚拟服务器至 VMware VM ，协助您加速虚拟化进程。
每 CPU 单一价格 入门门坎轻松容易。
“VMware Ready” 认证 申请中。

适用 VMware® vSphere 的最佳全方位备份恢复软件:
加强 总体成本控制: 价格合宜且具直观性的解决方案，让您快速开始备份您的 VM
缩短 恢复时间目标: 从备份执行 VM，不须执行完整恢复即可快速恢复

Acronis® vmProtect 7™全新特点

其它主要特点

整合 vCenter:

两种轻松部署选项

从VMware vCenter 执行备份与恢复任务

选择以虚拟应用程序进行部署为或部署到任何在 Windows 上执行
的服务器或PC。

复制:
在另一主机上建立并增量更新您的 VM 以便在灾难发生时快速恢
复

直观的网页用户界面

恢复 Exchange 对象:

使用网页浏览器在任何远程执行所有任务 。仪表板监控、告警、
邮件通知都能确保您知会所有状态 (或从VMware vCenter 执行
Acronis® vmProtect 7™)

恢复整个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或仅恢复信箱、邮
件、联络人、或其它所需的对象

为 VMware 进行优化

灾难恢复计划:
自动建立恢复步骤文件
裸机复原:

充分运用 VMware vStorage APIs for Data Protection (VADP) 用于无
代理 LAN-free 备份与恢复。Changed Block Tracking (CBT) 能降低
局域网的流量及 ESX(i) 主机的负担
有效且安全的备份

您的整个 VMware ESXi v4.1 或 v5.0 主机都可恢复至另一机器中，
就算与原始机器硬件不同也可以恢复

可排除特定文件、内建重复数据删除、同步备份、压缩、备份验
证等选项，确保存储容量与内存资源能发挥到最大，并预防未经
授权的存取。

云存储整合

迅速恢复 VM

与可选购的 vmProtect Online 云存储订阅无缝集成，您无需自行
购买或管理服务器硬件，便可在远程备份到数据中心。

无须执行完整恢复即可轻松从 VM 执行备份进行快速恢复。恢复
镜像、单一文件或 Microsoft Exchange 对象。
加速VMware 中的 P2V 虚拟化
可靠的将无限台实体或虚拟服务器转换成 VMware VM 以加速您的
虚拟化进程。 (例: 转换免费版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 (ESXi)
中执行的Hyper-V VM 或 VM至购买的正式版VMware vSphere 中)。
整合 vmProtect Online Cloud Storage
完美整合与选项订阅存储，将您的数据储存在远程的数据中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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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

无代理程序备份与恢复:
VMware vSphere 5.0, 4.1 和 4.0。支援 ESX 和 ESXi hypervisor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 (ESXi) 免费版除外)。

VM 可运行任何 VMware 支持的Guest OS。
网页浏览器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 7 或更新

•

Google Chrome™ 10 或更新

•

Mozilla Firefox 3.5 或更新

•

Opera™ 10 或更新

•

Safari® 5

Windows 机器
如果不是作为 Linux Virtual Appliance 直接安装在服务器硬件中，即可安装到下列的 x86 (32bit) 和 x64 (64 bit) 版本中: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 2008/2008 R2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 2003/2003 R2
•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 Ultimate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 Ultimate
•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0, 2007, 或 2003 SP2+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cronis.com.cn
欲购买 Acronis 产品请访问 www.acronis.com.cn 或在线上搜索授权经销商。
您可至 http://www.acronis.com/company/worldwide.html 搜索Acronis 办公室资讯。
Copyright © 2002-2011 Acroni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cronis”, “vmProtect” and the Acronis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cronis, Inc. VMware
and VMware Ready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r trademark of VMware, Inc. Windows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Other
mentioned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nd should be regarded as such. Technical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from the illustrations are reserved; errors are excepted. 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