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ONIS TRUE IMAGE | 轻松 • 快速 • 全面

首屈一指的个人备份软件
• 只需单击两次即可备份所有内容
• 可以获得最快的备份和恢复速度
• 完美保护移动、社交和远程数据

轻松实现映像备份

不只是备份

原始的完整映像备份

轻松保护所有数据：操作系统、程序、
设置、文件和引导信息。

除了备份外，利用强大的功能和工具还
可以执行更多操作：

14 年来保护超过 550 万名用户！

单击两次即可完成备份

•

只需单击两次就可以备份到外部驱动
器、NAS、网络共享和云中。对于高级技术
选项，再次单击可以执行更多备份操作。

•

通过一个解决方案备份所有数据
您的世界不再局限于个人计算机。利
用一个备份解决方案即可完整备份您的
Windows® PC、Mac®、iPhone®、iPad®、
Android® 设备和 Facebook® 源。

Dual-Protection™
本地备份到外部驱动器、NAS 和网络共
享，并将副本存储在 Acronis Cloud。

•
•
•

移动备份
将所有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数据备份到
Windows PC 和/或 Acronis Cloud。通过
易于操作的触摸功能在线控制面板管理
所有设备。将数据从 Android 迁移到 iOS
并进行备份。比本地备份更有优势！

远程备份
可以轻松安全地备份远程计算机。

社交备份
利用自动增量社交备份保护 Facebook 照
片和文章。

•
•

克隆磁盘并在更快或更大的存储设备
上创建系统硬盘的精确副本。
通过使用 Acronis Universal Restore
将系统迁移到新计算机。
将文件从计算机存档到云存储或外部
驱动器以释放更多磁盘空间。
使用强大的搜索功能在备份和存档内
查找要选择的文件。
在多台计算机之间同步文件，并随时
访问最重要的数据。
安全试用新的软件和驱动程序，并使用
Try & Decide 功能回滚到以前的配置。
安全删除临时文件，清除回收站并通
过系统清理功能释放磁盘空间。

快速
备份速度比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更快！3
专有技术允许用户以最快的速度备份到
本地驱动器。云备份、存档和同步可以
充分利用您的全部宽带容量。
全面
不仅可以实现完整映像备份，还能够实
现本地和云备份。可以将多平台移动设
备备份到 PC 和云中，同时还支持备份
现代磁盘驱动器和 NAS 设备。此外，还
能将整个计算机恢复到不同的硬件。除
此以外，还支持社交备份、远程备份计
划、云和本地存档、文件同步，以及全
套实用程序等等！

ACRONIS TRUE IMAGE – 首屈一指的个人备份软件

购买选项

系统要求

订阅 Acronis True Image
此选项附带所有云功能，并包括 50 GB
的 Acronis Cloud Storage。同时，还可
以提供升级到 250 GB、500 GB 或 1TB
的可选云存储（或继续以 1 TB 的增量增
加）。2 许可证包括：
• 技术支持 – 在订阅有效期内提供电子
邮件、实时聊天和电话支持。
• 更新和升级 – 在订阅有效期内实时发
布软件更新和主要升级。

Microsoft Windows
• Windows 10
• Windows 8.1（所有版本）
• Windows 8（所有版本）
• Windows 7 SP1（所有版本）
• Windows XP SP3 32 位5
• Windows Home Server

Acronis True Image 2017 许可证
一次性购买4（也称为“永久许可证”），
包括备份和存档到外部驱动器、网络共
享和 NAS。同时，还可以将移动设备备份
到本地 Windows PC。许可证包括：
• 技术支持 – 为期一年的电子邮件和在
线聊天。
• 更新 – 仅提供软件更新。
云存储和云功能通过可选的 Acronis Cloud
Storage 附加设备提供。1

云功能

MacOS
• OS X 10.9.5 及更高版本
• OS X 10.10.2 及更高版本
• OS X 10.11.5 及更高版本
移动设备
• iOS 8.x 及更新版本
• Android 4.1 及更新版本
• 支持手机和平板电脑

注意事项
1 如果将 Acronis Cloud Storage 订阅添加到 Acronis
True Image 2017 许可证并在以后取消订阅，您将有
30 天的时间可以访问云存储。您将仍然可以使用整
套产品的非云、本地备份和恢复功能。

购买选项包括 Acronis Cloud Storage 时
可以获得下列好处：

2 如果您的 Acronis True Image 订阅过期，仍将有
30 天的时间访问存储在 Acronis Cloud 的所有数据。
您可以无限期恢复所有本地备份。但不能禁用任何新
的备份和所有其他功能。

•

3 有关最新的速度测试数据，请访问
www.acronis.com。

•
•
•
•
•

•

•

•

将文件、文件夹和完整磁盘映像备份
至 Acronis Cloud
将文件存档到云中
在云中搜索备份文件
将移动设备备份到云中
在云和计算机之间同步文件
通过 3-2-1 规则获得额外保护：拥有
数据的 3 个副本；在 2 种不同类型的
存储设备上；其中 1 个在云中
通过将副本放置在本地计算机上病毒
无法侵入的位置实现针对勒索软件的
额外保护
通过安全的网络门户管理备份计划并
检查所有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的备份
状态。
增量备份您的 Facebook。

4 只要您喜欢，请尽情使用。支持在产品推出时已发
布的操作系统。为了支持更新的和尚未发行的操作系
统版本和平台，需要付费升级或订阅。
5 有些限制可能适用。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产
品文档。

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www.acro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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