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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is® vmProtect™ 7 規格書
最適合 VMware®

vSphere® 的備份解決方案

您已為您的伺服器進行虛擬化並開始著手計劃下一步。您的重要資料和之前在5台或10台機器上執行的應用程式現在也開始在單台
伺服器上同時運行。那麼您對於停機時間的忍耐度為何? 一天? 一小時? 還是零? 您說您現在沒有時間處理您的VM的備份與復原?
再想想!
Acronis® vmProtect™ 7 是市面上最快也最易於使用的VMware® 備份復原解決方案。

使用者友善的網頁介面
只要5分鐘即可完成安裝並開始使用 Acronis® vmProtect 7™。

為何該採用 vmProtect 7?
•

數分內完成安裝 不論是作為虛擬應用程式來安裝、安裝到任何Windows伺服器或電腦，無代理程式備份與復原代表您可迅
速開始保護您的 VM。

•

超易用 自行選擇從 VMware vCenter™ Server 或使用 vmProtect 7 直觀性的網頁介面管理備份與復原。不論您決定如
何， vmProtect 7™ 都能指引您進入備份過程並使復原整個 VMware vSphere ESXi 主機、 VM、或單一檔案，就和運用滑鼠一
樣簡單。

•

復原整個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資料庫或單一項目 可從 VM 備份 (如信箱、郵件、聯絡人等) 進行。

•

無代理程式複寫 您的 VM 到另一個主機，能提供額外的保護並在遭遇災難時更迅速復原。

•

裸機還原整個 VMware vSphere ESXi 主機 包含 VMware 管理程式的二位進檔、設置設定，以及所有經 hypervisor 管理的
VM – 都能復原到同一，或完全不同的裸機中。多數其它解決方案均只能復原虛擬機。

•

災難復原計劃 自動產生並顯示災難發生時該進行的各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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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 Acronis® vmProtect 7™ 的好理由
壓縮及內建重複資料刪除 從備份中移除不必要的資料，減少備份檔案所需的存儲量。
安全備份與資料驗證 政府級 256-bit 資料加密，確保只有您可存取您的資料，並經驗證確認備份完整性。
快速復原 VM 只要從備份執行 VM 不需進行完整復原。
與雲端完美整合 由Acronis 提供的vmProtect Online 存儲訂閱選項可在遠端備份您的資料，確保發生本地災難時可存取資料。
無限轉移 實體或虛擬伺服器至 VMware VM ，協助您加速虛擬化進程。
每 CPU 單一價格 入門門檻輕鬆容易。
“VMware Ready” 認證 申請中。

適用 VMware® vSphere 的最佳全方位備份復原軟體:
加強 TCO: 價格合宜且具直觀性的解決方案，讓您快速開始備份您的 VM
縮短 RTO: 從備份執行VM，不須執行完整復原即可快速恢復

Acronis® vmProtect 7™全新特點

其它主要特點

整合vCenter:

兩種輕鬆部署選項

從VMware vCenter 執行備份與復原任務

選擇以虛擬應用程式進行部署為或部署到任何在 Windows 上執行
的伺服器或PC。

複寫:
在另一主機上建立並增量更新您的 VM 以便在災難發生時快速復
原
復原 Exchange 物件:
復原整個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資料庫，或僅復原信箱、郵
件、聯絡人、或其它所需的物件
災難復原計劃:
自動建立復原步驟文件

直觀性的網頁使用者介面
使用網頁瀏覽器在任何遠端執行所有任務 。儀表板檢視、警示、
郵件通知都能確保您留意所有狀態 (或從VMware vCenter 執行
Acronis® vmProtect 7™)。
為 VMware 進行最佳化
充分運用 VMware vStorage APIs for Data Protection (VADP) 用於無
代理 LAN-free 備份與復原。Changed Block Tracking (CBT) 能降低
LAN 的流量及 ESX(i) 主機的負擔。
有效且安全的備份

您的整個 VMware ESXi v4.1 或 v5.0 主機都可復原至另一機器中，
就算與原始機器相異也可

可排除特定檔案、內建重複資料刪除、同步備份、壓縮、備份驗
證等選項，確保存儲與記憶資源能發揮到最大，並預防未經授權
的存取。

雲端存儲整合

迅速復原 VM

裸機復原:

與可選購的 vmProtect Online 雲端存儲訂閱無縫整合，您無需自
行購買或管理伺服器硬體，便可在遠端備份到資料中心。

無須執行完整復原即可輕鬆從 VM 執行備份進行快速復原。復原
影像、單一檔案或 Microsoft Exchange 物件。
加速VMware 中的 P2V 虛擬化
可靠的將無限台實體或虛擬伺服器轉換成 VMware VM 以加速您的
虛擬化進程。 (例: 轉換免費版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 (ESXi)
中執行的Hyper-V VM 或 VM至購買的正式版VMware vSphere 中)。
整合 vmProtect Online Cloud Storage
完美整合與選項訂閱存儲，將您的資料儲存在遠端的資料中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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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無代理程式備份與復原:
VMware vSphere 5.0, 4.1 和 4.0。支援 ESX 和 ESXi hypervisor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 (ESXi) 免費版除外)。
VM 可執行任何受 VMware 支援的客OS。
網頁瀏覽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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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
如果不是作為 Linux Virtual Appliance 直接安裝在伺服器硬體中，即可安裝到下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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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www.acronis.com.tw
欲購買 Acronis 產品請造訪 www.acronis.com.tw 或在線上搜尋授權經銷商。
您可至 http://www.acronis.com/company/worldwide.html 搜尋 Acronis 辦公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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