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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大型公司、中小企业、甚至是个人工作室，都不

可或缺的一定就是代表着门面的『公司网站』了，而最常

见的问题就是 “网站要放哪里？” 付费主机价格品质好

坏不定；免费空间容量小而且不稳定，根本不适合公司使

用，而利用 QNAP NAS 提供的网页主机功能就是一个很

好的解决方案。QNAP 网页主机功能完整，支持 PHP 网

页程序、MySQL 资料库，除了公司入口网站，就连要架

设讨论区、社群网站等网页网站程序也都难不倒它！

要开启 Web Server 功能，我们可以到 『控制台』->

『应用服务』->『网站服务器』 中开启设定，要注意

的是大概就『启动网站服务器』要打勾，然后通讯埠预设 

80，大致上都依照预设值不需要修改即可。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浏览器，输入 QNAP 的 IP 做测试，

应该会发现还是一样是打开 QNAP 设定网页啊？怎么会

有效？

其实这是因为除了

预设的 8080 Port 是

开启 QNA P  管理介

面 之 外 ， 预 设 不 输

入 8080 的话（也就

是 Web 标准预设 80 

Port）的首页档案预设

是自动跳转到管理介

面。

因此我们连线到 NAS 中，开启 /Web/index.php 这

个档案（网站首页档案），我们将原来的内容全部删除，

然后只输入下面这串文字：

<? phpinfo(); ?>

然后再重新开启浏览器输入 QNAP IP，应该这时候就

会看到 PHP 程序与相关主机的资讯，这样就表示网页主

机功能有正常工作。 

快速架设Web Server网页服务器

多网站主机（虚拟主机）

02  设定好之

后我们到 NAS 

中的对应路径建

立好资料夹（以

这 边 的 例 子 是 

hpil 资料夹），

然后放入网站网

页与程序即可。

启动 MySQL 服务器-

打勾开启

启动 TCP/IP 网络–

依照情况使用，如果本机之外的主机（本地或

是远端）就可以开启这个选项，一般如果是在 

QNAP 上架站的话就不用开启，相对来说也比较

安全。

那有多个网站的情况呢？其实 QNAP 网站服务器中也可以很简单就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将多个网站，在同一台机器上对

应，例如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情况況

AAA.qnap.com   -> /Web/AAA

BBB.qnap.com   -> /Web/BBB

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网域名称，指定到不同的网页空间位置下（前面我们不指定的话就是 /Web 下的位置）

要建立虚拟主机，我们在网页服务器中的『虚拟主机』面板中就可以设定

主机名称：申请好我们要用于公司货是单位的网域名称

共用资料夹名称：对应网站根目录的位置

协议、通讯埠：一般不需要变更，有特别需要再调整

 这是 PHP 自带的说

明网页语法，同时网站主

机相关的资讯也可以在这

个网页程序中取得。

除了网页之外，比较大型或是网页

应用程序，如 WordPress、MT 等程序

还需要资料库系统的支持，QNAP 也

内建 MySQL 资料库系统，到 『控制

台』->『应用服务』->『MySQL 服

务器』开启。

启动 MySQL 

服务器
況- 打勾況況

启动 TCP/IP 

网络

- 依照情况使用，

如果本机之外的主

机 （ 本 地 或 是 远

端）就可以开启这

个选项，一般如果

是在 QNAP 上架站

的话就不用开启，

相对来说也比较安

全。

01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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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yQNAPc loud 在许多

地方都可以进行设定，不过最

快的方式我们可以利用搜寻功

能，以输入 myQNAPcloud 关

键字的方式快速执行。

 记得设定完成之后还要到刚刚设定的

电子邮件信箱中，收一下 QNAP 的验证信

件，完成全部的连线注册。

02  连接 USB 打印机之后，其实在 QNAP 管理介面的右上

角，其实就会看到有新增的 USB 装置已经连线的信息。

03  设定的话可以在『控制台』->『系统设定』->『外接

装置』中的『USB 印表机』中看到与设定 USB 打印机。

myQNAPcloud 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 QNAP 设备，可

以随处经由网际网络存取，简化路由器设定、方便连线 VPN、

简单的动态网域名称设定 (DDNS)、甚至远端管理与控制 QNAP 

NAS机器！

不管是家中或是公司，常常也有共用一台打印机的情况，传统

作法可以利用作业系统的打印机分享功能来做打印机共用，但是

缺点就是该电脑就得随时保持开状态，耗电不环保而且其实也不

是很方便。

QNAP 打印服务器可以做到：

　　最多可连接 3 台 USB 打印机

　　支持 IPP 网络打印协定

　　支持 Samba 传输协定

　　支持 Mac Bonjour 打印

    可做打印管理

需要设定的几点：

是否设定允许或是限制打印的IP位址或是网域名称；一般如果是个人使用建议就不用限制，保持『无限制』的与设值

即可，另外若是公司使用，则可以限制哪些 IP 可以使用者打印。

也会自动利用UPnP 设定路由器，记住刚刚设定的网址，日后使用该网址就可以远端连线 QNAP NAS !

myQNAPcloud Printer Server 打印服务器

UPnP 连接埠转址或是手动设定 Port 对应
Windows 打印机设定

01  当然如果有出现异常如红色的错误，可能就是有发

生冲突，这样就需要后续在路由器中的虚拟服务器中，

把对应的连接埠设定到 QNAP 设备的 IP 上并开启。

02  每一家的路由器设设定都不太一样，我们这里以 

ASUS 的 N16 为示范

01  开启『控制台』-> 『装置与打印机』，

然后点选『新增打印机』项目，然后选择『我

想要的打印机不在清单上』

03  打印机的服务名称，则可以在『打印

机资讯中取得』

设定好 myQNAPcloud 之后，QNAP 预设自动以 uPNP 和你的路由器沟通，如果顺利的话，需要用到的连接埠就会利用 

UPnP 功能自动地设定对应好，我们可以在『远端存取服务』 -> 『自动设定路由器』中进行确认与设定。

02  输入 QNAP 的 IP 位址

格式为 http://NAS_IP:631/

printers/ServernamePR

NAS_IP 

是你的 NAS IP 或是网域名称況

ServernamePR

则是打印机的服务名称

01  QNAP NAS 则也提供了打印服务器 (Printer Server) 的功能，可

以连接 USB 打印机提供群组人员共用打印机。

02  点选『开始』进行 myQNAPcloud 

设定

03  第一次设定需要输入帐号资料，最

重要的帐号是使用 E-Mail 作为登入帐号

04  接着输入一个名称来

注册连线 QNAP 使用，之

后会给一组网址作为远端

连线存取的名称，例如这

边我们输入 myQNAP470 

的话，设定完成日后在

外面只要开启浏览器连

线 Http://myQNAP470.

myqnapcloud.com 就可以

和这台 QNAP NAS 连线。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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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P
A
R

T3

Ch1

108 109

除了利用远端管理连线到家中 QNAP NAS 之外，如果我们要进一

步使用 SMB网络磁盘机、又或是当出国碰到 Facebook / Twitter 无法

连线临时需要跳板（俗称出国翻墙），就必须建立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私人网络）才行，QNAP NAS建立VPN非常简单，只要简

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建立自己专属的 VPN 连线。

到 『控制台』->『应用服务』->『VPN』开启。

用户则是在『VPN 用户端管理』中可以设定开放的帐号，例如可以开

放给中国亲友使用之类的情况。

新增帐号先到『权限管理』-> 『使用者』先新增使用者帐号

在到 『VPN 服务』中的『VPN 用户端管理』中新增并选择要开启 

VPN 服务的帐号即可，VPN 则还有分为 PPTP 与 OpenVPN 两种协定，

一般建议使用 PPTP 连线即可。

VPN Server 虚拟私人网络服务器

01  预设的VPN主机IP是10.0.0.1，连入的电脑IP会由

10.0.0.2开始，也可以因自己的需求变更起始结束 IP，一

般不需要额外设定即可使用。

02  预设的VPN主机IP是10.0.0.1，连入的电脑IP会由10.0.0.2开始，也可以因

自己的需求变更起始结束 IP，一般不需要额外设定即可使用。

04  若连线成功，精灵会提示您选择

或另外安装适用的打印机驱动程序。

05  当正确的打印机驱动程序已安装完成，精

灵会显示网络打印机的IP位址跟驱动程序。

06  设定完成，也可以在这里把新安装的网络打

印机设为预设的网络打印机或列印一张测试页。

Mac列印设定
Windows 设定 PPTP VPN 连线線

01  另外点选印表机之后按下『设定』，

有 Mac 电脑的话开启『Bonjour 打印机分

享』的选项

01  以 Windows 7 

为例，开启 『控制台

\网络和网际网络\网

络和共用中心』，然

后点选『设定新的连

线或是网络』

02  选择『连线到工作地点』02  进入 Mac 系统偏好设定中，点选『打

印机与扫瞄器』

03  点选列表左下角的『+』加号新增新的

打印机

04  其实因为 QNAP 支持 Mac 用的 

Bonjour连接，因此非常简单我们就可以新增

打印机，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已经直接列出我

们插在 QNAP 上的打印机 （T50）了。

05  选择打印机之后新增，过一阵子 Mac

就会自动打印机需要的相关需驱动程序，安

全完成后就可以如本机打印机般使用了。

06

06  之后会登入VPN测试连接

03  选择『建立新连线』，并使用网际网络连线 VPN

04  指定要连线的网址（NAS的IP或网域名称），这里我们设定使用 QNAP 提供的 myQNAPcloud 服务所申请的网址myQNAP470.myqnapcloud.

com（或是 NAS 的对外 IP，又或是网域名称），另外此时也可以给新建立的连线一个名称

03 04

07  连线成功后我们可以打开命令指令字元模

式，输入 ipconfig 查询是否有正常连线并取得 IP。

05  输入账号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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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Windows 后开启档案总管，并连线到网络中的 NAS 设备，并开

启资料夹，在要设定的档案或是资料夹上按鼠标右键，选择『内容』，然后

选择 『安全性』

　　在『控制台』中『权限设定』可以找到『共用资料夹』项目，然后点

选开启『进阶权限』面版，我们要勾选『启用 Windows ACL』与『启用

进阶资料夹权限』这两个选项，后者可以提供更多的权限设定与 NAS 同

步；选取之后按下『全部套用』按钮让其生效。

　　即会出现权限设定选单，按

『编辑』按钮。

　　�择需要修改的帐号名称 (NAS

或本机使用者），根据需求设定权

限，完成后按『套用』即可，开启 

Windows ACL 后的好处就是在这

里，用跟 Windows 一样的使用习

惯，就可以同时对 NAS 上的资料夹

或是档案就行权限相关设定。

简化权限管理困难的Windows ACL

除了在 QNAP 管理介面中设定资料夹权限的方式之外，

QNAP 其实还支持了 Windows ACL 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

是让管理者在 Windows 档案总管中，用Windows 相同的管

理方式，设定与管理NAS的共用资料夹权限、存取控制；开

启 Windows ACL 支持功能之后档案总管可以对资料夹进行

个别档案基本权限设定和 13 种进阶权限设定，并与 NAS 

共用资料夹使用权限同步化。并且进阶权限设定内容也同步

套用于 AFP、FTP、File Station 和 Samba 应用中。

设定进阶权限

03

02

04

　　要设定进阶权限，在共用资料夹上按鼠标右键，选择

『内容』，然后选择『安全性』，按『进阶』。 　　选择要设定的使用者后，按下 [编辑]02

　　 预设还是只会显示基本权限的部份，

我们接着点选右上角『显示进阶权限』

03

　　就会显示完整的进阶权限，设定

进阶权限完成后按 『确定』按钮。

04

01

01

资料中心，提供安全的使用者、群组、电脑等资料管理；

QNAP Turbo NAS 支持Active Directory服务，可以将NAS加

入Active Directory，让AD使用者使用相同的帐号名称及密码

登入NAS，IT管理者更有效率地管理使用者权限，享受权限

管理集中化的好处，节省宝贵的时间来处理其他更重要的工

作。

Active Directory 整合

企业环境中，往往有许多不同的服务或是主机，而员工

的帐号管理就是一件头疼的事情，而透过统一的权限与帐号

整合，就是一个降低 IT 管理困难度的方法，其中最有名的

解决方案就是 Active Directory。Active Directory (AD) 是

微软Windows环境的中心元件，用来架构中大型网络环境

的集中式目录管理服务，包括集中储存、分享及管理网络

中的资讯及网络物件，Active Directory是一个树状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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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登入 Active   Directory

连结 LDAP 服务器

　　在 [系统管理] > [一般设定] > [日期及时间]，设

定NAS的时间，确认NAS 与AD 服务器的日期与时间一

致（误差须少于五分钟），同时也可以建议两台主机都

使用 NTP 网络自动校时。

　　在 [系统管理] > [网络

设定] > [TCP/IP ]，将主要

DNS服务器IP设定为AD的服务

器IP。

　　连接 LDAP 则还可分为三种模式，远端 NAS 

/ 本机 NAS上的 LDAP 服务器，这是给像是 QNAP 

同样系列相容的 LDAP 功能连线，设定比较简单；

而远端 LDAP 服务器则相对设定就要注意，可以连

接像是远端的 OpenLDAP 服务器等设备。

　　在 [权限管理] > [网域安全认证] 页面选

择 [Active Directory认证（网域成员）]，输入

AD网域资讯，套用后就可以启用 AD 整合。

　　设定 AD 整合后，管理者可以到 『权限管

理』 >『使用者』 页面，从下拉式菜单选择『网

域使用者』，列表会显示AD 使用者。

04

01

02

　　在『控制台』中『权限设定』可以找到『网域安

全认证』项目

01

03

02

服务器简化使用管理帐号的麻烦，同时也可以作为 LDAP 服

务器的角色，提供其他设备连线存取帐号。

LDAP

DAP (轻量级目录存取协定)，它是一种可以储存所有使

用者和群组的集中式目录服务。QNAP 同时可以连接 LDAP 

　　连接远端 LDAP 服务器，需先选择服务器类型

LDAP安全：指定NAS如何与LDAP服务器连线。

1.ldap:// = 使用标准LDAP连线

（预设连接埠：389)。

2.ldap:// (ldap + SSL) = 使用SSL加密连线

　 (预设连接埠：686)。

　此设定通常用于旧版本的LDAP服务器。

　ldap:// (ldap + TLS) = 使用TLS加密连线 

　(预设连接埠：389)。

　此设定通常用于新版本的LDAP服务器

03

　　本机 NAS 上的 LDAP 服务器，就是

直接把自己作为 LDAP 来源，为何要这样

做？主要是用在『自身担任 LDAP 服务

器』的情况，可以统一自身和与其连结的 

LDAP 需求设备。

　　连接远端 NAS 的 LDAP 服务器，连

接相容如其他 QNAP 设备的 LDAP 服务

器，仅需输入远端 IP、网域名称与使用者

密码即可连结。

01

02

　　依照来源的 LDAP 连线，请设定正确的相关设定，离如：

LDAP服务器主机：LDAP服务器的主机名称或IP位址。

BASE DN: LDAP网域。例如：dc=mydomain,dc=local

Root DN: LDAP root使用者。例如：cn=admin, dc=mydomain,dc=local

密码：root使用者的密码。

使用者Base DN：储存使用者资讯的组织单元 (OU)。例如：ou=people,dc=mydomain,dc=local

群组BASE DN：储存群组资讯的组织单元 (OU)。例如： ou=group,dc=mydomain,dc=local

04

　　当NAS连接到LDAP服务器，管理者可以到 『权限

管理』 >『使用者』 页面，从下拉式菜单选择『网域

使用者』，列表会显示LDAP使用者。

05

　　当NAS连接到LDAP服务器，管理者可以在『权限

管理』 >『共用资料夹』 >『共用资料夹权限』设定 

LDAP使用者或群组的资料夹存取权限。

　　当NAS连接到LDAP服务器，管理者可以到『权限管理』 >『[使用者群组] 页

面，从下拉式菜单选择 『网域群组』，列表会显示LDAP群组。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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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LDAP服务器

　　显示设定完成的帐号摘要资讯

　　群组设定则可以新增 LDAP 的组织群组

　　通常 LDAP 服务器会用来储存全公司的员工帐号资料等重要信息，因此也为了资料

的重要性，也可以设定自动备份的时间，例如每天凌晨自动备份程序。

08

07

08

　　QNAP 同时也内建了可以担任 LDAP 服务器的功

能，很简单就可以启用！只要到 『控制台』->『应

用服务』->『LDAP 服务器』勾选『启动 LDAP 服务

器』并填写相关资讯并按下『套用』按钮即可。

完整的网域名称：填写所要使用的网域名称

密码与确认密码：输入密码

01

　　使用者介面可以一览目前系统中的 LDAP 使用者帐

号，我们可以点选『建立』按钮来建立新的使用者。

02

RADIUS 服务器

远端用户拨入验证服务（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是一种用于验证、授权、甚至进一步

做到计费整合的网络传输协定；RADIUS有什么用处？简单来

说例如一般无线基地台安全密码只是使用金钥，个人或是家

庭使用倒是没什么问题，若是公司甚至公用场所，每个人都

知道的金钥也太过于不安全，而透过 RADIUS 服务器，可以

让用户透过不同的帐号密码来做为登入的验证使用。

可以用在什么用途？以下是一些应用的情境：

　企业内员工使用自己帐号登入无线网络

　访客共用一个临时的 Guest 帐号，随时可以更换与停用

　餐厅、图书馆等大众场所的无线网络帐号应用

QNAP 也内建了基本的 RADIUS 服务器功能，透过简单的

开启与设定，就可以提供无线基地台等需要验证的地方结合

使用。

　　精灵方式的设定新增使用者03 　　设定使用者资讯，说明与电子邮件为选择性填写況04

　　同时可以设定使用者的一些强制规则，例如当使用

者第一次登入系统时，一定需要自己变更密码，或是反

过来设定不能修改密码，或是设定帐号到某个日期会自

动失效。

05 　　同时也会提醒是否要加入现有的群组06

　　与设定帐号

类似的新增精灵

介面

08

　　反过来就是

新增完成之后可

以一次选择所要

加入的使用者帐

号。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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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备份软件NetBak Replicator

电脑怕中毒？怕不小心误删重要档案？或是硬盘总是不小

心坏了？免费的 QNAP NetBak Replicator 帮助您将 Windows 

电脑上的文件、照片、音乐、影片、字型、电子邮件或整颗

硬盘的档案轻松备份至 Turbo NAS 中。操作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几个点击，即可完成即时备份、排程备份及自动备份的

执行，不幸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地还原备份档案。

简易模式备份

　　执行 NetBak Replicator 后可以再分为基

本模式与进阶模式，我们先来看看简易模式，

其实功能就完全简化到只有『立即备份』与

『立即还原』两大功能。

　　接着按下一步之后会进入选择『目的

地』，这里预设会自动抓到同样内部网络中

的 QNAP 设备，或也可以直接输入 NAS 位

址，或是连接 WebDAV 或是 FTP，我们使

用 QNAP 可以直接点选『显示资料夹』列

出可以使用的资料夹于右上方（请注意先在 

NAS 中设定好资料与帐号权限）

　　点选立即备份，就会出现选择要备份哪些

东西的窗口，预设是选择『个人资料夹』包含

了我的文件、桌面、我的图片等路径，这里可

以依照自己备份的需求来选择，或是选择任何

磁盘机中的任何资料夹都可以。

　　接着输入该资料夹需要读写的帐号与密码，如果都是自己使用可以考虑勾选记住使用者名称

与密码，之后就不用重新输入。

01
02

04

03

　 软件可于网页下载： http://www.qnap.com/utility/netbak/，

安装也非常简单，基本上只要依照安装精灵，按下一步一直到完成即

可，首次安装可能需要重新启动电脑才能正常使用 NetBak Replicator 

软件，介面除了英文之外也支持繁体中文。

　　切到『RADIUS 用户端』点选『新增一个用户端』

来建立新用户，用户这边是给如无线基地台，来连接与 

RADIUS (这里就是 QNAP) 连线使用的帐号密码。

02

　　设定倒是不复杂，主要几点：

名称：辨识使用，自行设定容易辨识的

IP 地址：要连接来设备的来源 IP ，如这里是填写 AP 的 IP地址

首码长度：填写 24 即可

密钥：内部验证使用，自行设定，并和 AP 设定一样的金钥

03

　　切到『RADIUS 使用者』点选『新增一个使用者』来建立新使用者04

　　接着要到无线 AP 的设定中设定 RADIUS 连线，这里要注意不同

品牌不同机型设定可能有所不同，一般大多都是在『无线设定』中的

『RADIUS』设定项目中，这里我们以 ASUS N16 无线基地台为例子。

通常就是设定服务器 IP 地址（RADIUS 服务器，也就是 QNAP 地址），

通讯埠一般保持预设值 1812 不用更改，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连线密码，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 RADIUS 密钥，要设定为一样的值。

05

　　另外提醒，改为 RADIUS 之后，通常要到无线设定中

的连线授权方式，修改为企业连线方式，例如我们设定为 

WPA2-Enterprise 连接方式。

06

　　设定完成后换到笔记本电脑或是手机，重新试试看连线无线基地台，

会发现以往输入金钥的画面，会改成使用帐号+密码的方式来登入系统

了，比起过去只能统一给单一无线金钥的方式，这样每个使用者都可以

有自己的帐号密码，安全与方便都更加提高。

07
　　部分系统首次连线会有凭证确认的信息，这

是正常现象，点选继续即可。

08

　　到 『控制台』->『应用服务』->『RADIUS』勾选『启动RADIUS伺

服器』。而使用系统使用者验证如果打勾的话，会让 QNAP 系统本身使用

者设定的部分也可以用于 RADIUS 的认证，这部分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

择使用，合并使用比较简单，分开则有更高的安全性考量。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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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模式还原

　　要使用还原则更加简单，回到 NetBak 

Replicator 主画面并选取『立即还原』功能，

NetBak Replicator 会列出之前备份的档案位置、

电脑、以及备份的档案列表，可以让使用者自

行选择所要还原的档案内容。

　　接着可以选择要把所选择的备份档案，还

原到哪里，一般可以选择还原到本处，或是还

原到外接硬盘可以提供档案救援使用，此外如

果还原时碰到相同档案时要怎么处理的动作，

也可以在这里作预设的选择。

01 02 　 选择好之后就会开始还原档案，非常简单直

观。

03

　　备份完成，还会显示此次备份档案的

成功、失败数、经过时间等资讯。　　确认后按下『开始』就可以正式开始备份动作了05
06

进阶模式  -  自动备份

　　和简易备份一样，可以选择要备份来源的资料夹，与选择要备份

到的目的地

　　设定好自动备份位置后，首次会进行同步的检查01 02

份的工具，但最大的差别就是『全自动』，也就是说设定

好备份动作的来源与目的之后，当设定的资料夹或是档案

有任何变动时，系统就会全自动的进行备份动作。

除了前面说的简易备份之外，NetBak Replicator 还提供

了许多进阶的功能，这里也和大家介绍这些进阶功能的特

别之处。『自动备份』和前面说的简易功能一样是作为备

进阶模式  -  排程备份

　　可以建立多组的排程备份，各自有各自的备份位置、备份时间等规则。

　　 备份的周期则可依照每个月的某几天、每周的星期几、每天的几点

几分、每小时的几分，来做详细的时间排程安排。

01

0201

02

另外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与规则，建立定期或是周期性的备份称作『排程备份』，例如每月的 30 号备份系统

全部的档案，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凌晨 3:00 备份我的文件中所有的档案，和自动备份不同，是依照设定好的时候

启动备份的程序。

 在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备份服务器』找到『TimeMachine』，预

设其实 Time Machine 就已经开启，不过我们有几点可以进行设定。

使用者名称：固定、无法修改，到时候在 Mac 上是使用这个 TimeMachine 

的使用者名称登入

使用者密码：自行设定，连线时使用

容量：预设 0 为全部使用，也可以设定容量去限制 TimeMachine 使用的容

量上限。

档案过滤器

　　另外提醒可以在 NetBak Replicator 的『选项』页面中的

『档案过滤器设定』设定哪些档案不需要备份或是还原，可

以用万用字元来做弹性设定，*.tmp暂存档、*.~ 等不重要或

是系统的垃圾档案等等…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备份档案，也减

少了垃圾档案。

Time Machine

NetBak Replicator 是 Windows 上好用的备份还原软件，

那 Mac 的使用者呢？其实 QNAP 提供更好用的方法 - 支

持 Time Machine (时光机器)，Time Machine 是什么？可以

说是 Mac 系统中提供的全系统备份工具，与其说是备份工

具，更可以说是全系统的版本控系统，开启 Time Machine 

之后，整台 Mac 系统所有的档案都是被自动备份的状态

（利用系统闲暇时全自动进行），而要还原的时候就如名字

时光机一般，让使用者选择『时间』去还原任何资料夹或是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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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到 Mac 上开启 Time Machine，

第 一 次 会 需 要 点 『 设 定  T i m e 

Machine』

点选『选择备份磁盘』

　　接着就会列出 QNAP 的 Time Machine 备份磁盘

机了，选择之后点选『使用磁盘』按钮

　　连接使用者请使用 Time Machine 

与设定的密码，这边和 QNAP 本身使

用者管理帐号是分开的，稍微这点要注

意一下，设定好之后点选连线即可。

　　之后就会看到 Time Machine 已经有选择了磁盘，与

磁盘可用的空间，这里提醒一下大家第一次完整备份可能

需要数十小时的时间，若要快一点可以建议用有线网络连

接 QNAP，或是稍微等一下，慢慢让他完成，之后就会采

用差异备份，就不需要多久的时间了。

　　之后的『备份』其实就不用管了，Time Machine 

的最大特点就是『全自动』完全不用管就是最方便的

最高境界，要还原的时候只要进入 Time Machine 时

光机器，就会以时间轴的方式，让你可以选择回到之

前备份的任何时间点，如同一般档案操作的方式还原

档案。

 RTRR 即时远端备份 (Real-Time Remote Replication)

RTRR 是QNAP NAS 提供简易、强大的远端即时备份服务，可以用于本地同网络主机，甚至异地备份都没有问题，设定完成

之后任何新增加或修改的档案立即传送到其他的目录或远端NAS，让档案安全性更上一层楼。

01

04

03

05

06

设定服务器

　　在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备份服务器』找到『RTRR服

务器』，勾选启动同步服务器。

通讯埠：预设值为 8899 一般不需要修改，如果要跨地（异地）连

接，请在路由器上开放此通讯埠，或是经由 VPN 连线。

最大上传 / 最大下载速度：预设 0 为不限制，若是跨地（异地）

连接，则最大速度建议依照对外线路的速度决定要设定多大速度。

密码：连线的密码

　　考量安全也可以在防

护设定中，设定只能由清

单中的来源 IP 连线，对于

安全性校高的要求，可以

在这里设定，IP 可以依照

单一 IP 或是 IP 区段的方

式来设定。

01

02

设定RTRR异地备份

　　接着会设定本地端与远端的目的地路径，

就是两台 NAS 的对应目录，这里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多个目录要分别同步，请打勾『增加更

多组合』选项。

　　增加更多组合的情况，可以用加入的方式

增加多组的远端 <> 本地端目录对应设定，

选择后一一点选加入即可，全部加入完成后点

选『下一步』继续。

　　设定好备份许选项之后，如果马上要进行

同步，可以直接选择『即时』按下『下一步』

就会设定完成，之后任何新增或是修改档案，

都是以即时的方式进行备份，类似备份程序使

用自动备份的效果。

06 07 08

　　若是远端机器网络速度较慢，也可以选择

利用『排程』的方式，将备份时间设定在例如

离峰的夜间，或是公司较少人使用的时段，可

以设定每周的哪一天、每月的哪一天、什么时

间来进行备份的作业。

　　偏好设定的部份，建议勾选『下载记录』系

统会记录备份成功与失败，好追踪系统备份的状

况；另外若是设定使用排程备份，这里也建议开

启『E-mail 通知』相关功能，不管是备份成功

或是备份失败时，都以电子邮件通知事先设定好

的收件者（管理者、资讯人员等等）。

　　对于异地备份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建立过

滤器，例如档案过大的档案不进行备份（可能

是备份档、影片或是 ISO 档案）或是依照日

期（例如太旧的档案）或是直接依照不同的类

型，来对要异地备份的档案进行筛选过滤或是

挑选。

09 10 11

我们设定好远端的目的『服务器』之后，接着就是要设定本地的『来源机器』两台设备可以是本地同网络，也可以

透过网络远端存取。

　　QNAP 异地备份设定也是況用精灵方式设

定，非常简单容易。

　　在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异地备份』找到『RTRR』，然后点选『建立异地备

份工作』按钮。

01 02

　　选择『本地端到远端主机』点选下一步继

续。

　　设定填写完成前可

以先点选『测试』看看

设 定 是 否 可 以 正 确 连

接，并且系统也会测试

一下连线的速度效果。

　　设定远端主机参数，这边我们要设定远端主机位址或是主机名称，我们这里是设定一样在本

地的另外一台 QNAP 主机，远端连线的话记得要连线 QNAP 的对外 IP，如果有防火墙的话请开

启 8899 连接埠，然后设定连线密码，还有是否要限制传输速度（0 为不限制）。

03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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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ync

支持 Rsync 的通讯协定，可以作为 Rync 服务器、也具备 

Rsync 远端备份的机能，因此可以作为不同品牌间 NAS 的

资料备份、异地备份的功能实现，同时也被广泛用于任何使

用 Rsync 协定的远端备份作业。

Rsync 最初是 Unix 系统中的一个应用程序，用于跨电脑

间的传输与同步资料之用，而由于传输效率、差异性传输

等优异的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备份、异地备份、远端传

输等应用中，QNAP 除了前述 RTRR 远端备份功能之外，也

设定服务器

　 在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备份服务器』

找到『Rsync相容服务器』，相关设定：

通讯埠：预设 873 ，一般不需要修改，如果要跨

地（异地）连接，请在路由器上开放此通讯埠，

或是经由 VPN 连线。

最大下载速度：预设 0 为不限制，若是跨地（异

地）连接，则最大速度建议依照对外线路的速度

决定要设定多大速度。

允许远端主机备份到本机：打勾开启

允许远端 Rsync 相关服务器主机备份至本机：打

勾开启，才能作 Rsync 相容服务器使用

使用者名称：给 Rsync 使用者连线的帐号

密码：给 Rsync 使用者连线的密码

设定完成后请按『套用』启用 Rsync 服务器。

我的文件中所有的档案，和自动备份不同，是依照设定好

的时候启动备份的程序。

另外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与规则，建立定期或是周

期性的备份称作『排程备份』，例如每月的 30 号备份系

统全部的档案，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凌晨 3:00 备份

使用 Rsync 连线异地备份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异地备份』找到『Rsync』，然后点选『建立异地备份工

作』按钮。

　　设定远端主机连线资讯，这边我们要设定

远端主机地址或是主机名称，这里远端不论是 

QNAP 或是其他支持Rsync 协定的 NAS 或是电

脑主机都可以，然后设定使用者名称与密码，

还有是否要限制传输速度（0 为不限制），设

定填写完成前可以先点选『测试』看看设定是

否可以正确连接。

除了作为 Rsync 服务器之外，QNAP 也可以利用 Rsync 与其他相容 Rsync 的 NAS 或是主机作异地备份。

01

02

Linux 指令备份方式

Rync 的指令还有非常非常多，有需要的话再 Man 或

是 google 一下就好，这样的指令就可以备份了，备份的

时候则会要求输入密码，若是要在主机上作排程例如放入 

crontab ，密码不想输入的话，可以在建立一个密码档例如 

/etc/rsync.password 里面只放密码就好，存档并将属性改

为 600m，然后使用这样的 Rysnc 指令即可：

rsync -av --password-file=/etc/rsync.password /

home/xxx.txt rsync@192.168.0.11::backup/

这样就不需要打密码，而使用储存在档案中的密码了。

QNAP 支持了 Rsync 服务器功能，除了远端备份与备援

之外，也可以作为一般 Linux / Unix 主机的远端备份主

机，除了图型化的工具之外，最常见就是利用 Rsync 程序

以指令的方式来执行 Rsync 备份工作了，这里我们也简介

指令备份的方式

最简单的备份指令： rsync -av 本机路径 远端路径況

例如 rsync -av /home/xxx.txt rsync@192.168.0.11::backup/

就是表示要把本机 /home/xxx.txy 这个档案，备份到 

192.168.0.11 主机上的 backup 资料夹下

　　接着会设定本地端与远端的目的地路径，就是 

Rsync 本地与主机的对应目录，确定远端 <> 本地

端目录对应设定后点选加入即可

　　 Rsync 可以设定的相关选项，如果

设备速度不错，可以考虑启动压缩功能，

可以节省传输时间，不过设备的 CPU 负

载会比较高一点，『只复制变动过的档案

或资料』一定要打勾，这也是 Rsync 最

强的差异化传输优点的地方，还有就是需

不需要限制传输速度。

　　或是若是远端机器网络速度较慢，也

可以选择利『备份频率』的设定改变，将

备份时间设定在例如离峰的夜间，或是公

司较少人使用的时段，可以设定每周的哪

一天、每月的哪一天、什么时间来进行备

份的作业。

03

04 05

云端备份

Amazon S3

　　在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异地备份』找到『Amazon S3』，然后点选

『建立异地备份工作』按钮。

Amazon S3 是Amazon 云端服务中，专门

提供线上储存空间的服务，和其他线上空间相

比，Amazon S3 具有高稳定性、不错的速度，

相对低价的价格；而 QNAP 本身虽然通常都

提供了各种 Raid 模式与本地与异地的备份方

案，但资料总是珍贵无比，秉持狡兔多窟道

理，QNAP 也支持了将 Amazon S3 作为异地备

份的选项，可以将重要资料多设定储存副本于

远端的 Amazon S3，降低资料损毁的风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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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设定 QNAP 本地要对应的路径、资料

夹，本地与Amazon S3 机的对应目录

　　或是若是远端机器网络速度较慢，也可以

选择利『备份频率』的设定改变，将备份时间

设定在例如离峰的夜间，或是公司较少人使用

的时段，可以设定每周的哪一天、每月的哪一

天、什么时间来进行备份的作业。

　　存取金钥(Access Key) 与 密钥(Secret Key)：此两个

资讯在申请 Amazon S3 之后，可以到Account \ Secur i ty 

Credentials 中的 Access Keys 项目中建立与取得，Secret Key 

是安全资料，点选『Show 后可以显示』。

　　远端路径：可以分为 Bucket 与子目录两栏位，可以利用支

持 Amazon S3 的管理工具进行管理，或是直接利用Amazon S3 

线上管理工具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直接建立 

Bucket 与子目录。

08　　建立完成，我们一次只能设

定一个资料夹的 Amazon S3 异

地备份，可以因需求建立多组的

异地备份设定。

　　设定 Amazon S3 远端主机连线资讯，使

用类型：决定『上传』（NAS 备份到 Amazon 

S3）或是『下载』（Amazon S3 备份到 NAS）

　　QNAP 是以设定精灵的方式设定 Amazon 

S3 异地备份，首先需设定『工作名称』，因为

这里我们一次只能设定一个资料夹的 Amazon 

S3 异地备份，因此变通方式可以建立多组的设

定，在这里就可以依照备份的性质自行设定适

合的名称。

04

04

06

06

07

07

02

02
03

03

05

05

07   QNAP 备份整合设定都可以在这里编辑、新增、与编

辑设定调整

08  详细设定如设定资料夹、档案类型过滤、版本控制等

细节设定都可以在里面设定调整。

09  当试用期到期或是空间不足，则可以在帐号设定中设

定是否要再进一步购买不同容量的付费方案，这就看资料是

否重要需要额外的备份空间了。

05  登入后会显示 ElephantDrive 的网络硬盘操作，全部的档案操作都可以在网页

上完成。

ElephantDrive

01  QNAP 还内建了 E leph a n tD r i v e 这个网络硬盘备份服务的

整合，要使用也非常简单，甚至不用事先申请帐号，直接开启 

QNAP 的『备份总管』中的『异地备份』找到『ElephantDrive』，

直接填写 E-mai l 与密码，然后点选『建立』，就会全自动申请 

ElephantDrive 的试用帐号，注意下方会显示帐号申请与就绪的信息。

03  试用帐号马上就可以试用全

功能 30 天、50GB 的线上备份

空间。

04  整合ElephantDrive 之后，备

份设定需要到网页进行设定，到 

https://vault.elephantdrive.com/

account/login.aspx 登入刚刚注册

成功的帐号 (Email) 与密码。

02  试用帐号马上就可以试用全功能 30 天、50GB 的线上备份空间。

06  设 定 备 份 可 以 点 选 『 B a c k u p 

Settngs』，然后点选『Manage Backups』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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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box

01  以系统管理者帐号登TurboNAS，进入

『App Center』 -> 『备份/同步』就可以

找到 Dropbox，请点击『新增至 QTS』 来开

始安装。

04  登入完成后返回 Dropbox 同步套件，应该就会看当已经开始同步运

行，系统会以即时、双向的方式，在 Turbo NAS 的 home 资料夹中建立一

个Dropbox 资料夹，连结的 Dropbox 资料夹就会自动进行完整的同步了。

若是有多使用者的情况，不同使用者也可以各自设定要同步的 Dropbox 帐

号 （需要有管理者权限），最多可达到五个使用者共五组 Dropbox 的同

步设定。

功能，同时享有 NAS 与 Dropbox 的双重好处。

以使用以 P2P 技术着称的 Symform 异地备份功能，除

了免费的 10GB 空间，也可以透过让QNAP 中闲置的空

间，最多可以取得免费 200GB 的免费云端空间交换。

況说到云端空间，怎么能不提到鼎鼎大名的 Dropbox 

呢？！TubroNAS 也可以做到跟 Dropbox 完整同步备份的

当然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云端服务整合之外，

TurboNAS 还整合了许多不同的备份服务，使用者可以依

照自己需求到 App Center 中安装使用，例如使用者也可

03  登入时会另外弹出 Dropbox 帐号登入认证的窗口，输入

Dropbox 的使用者帐号及密码，登入后请再次输入Dropbox 密码以

进行帐号连结。

02  首次执行会出现需要登入 Dropbox 帐号的选项，请点选『Sign In』

登入钮开始连结Dropbox 帐号。

iSCSI

iSCSI是一种基于网际网络及SCSI-3协议下的储存技术，与

传统的SCSI技术比较起来，iSCSI技术最大的重点就是将过去

本机的SCSI协同改由透过TCP/IP网络传送，因此没有距离的

限制、连接的服务器数量无限、也因服务器架构，可以实现

在线上扩充容量以至动态部署。

在 QNAP 中也提供 iSCSI 的连接方式，可以让任何有连

结 iSCSI 能力的作业系统、设备、甚至是虚拟机器以 iSCSI 

的方式连接到NAS。

建立 iSCSI 目标与磁盘

02  我们先建立 iSCSI 磁盘，然后我们后来再来建立目标并连结。

点选『建立』按钮，或是没有任何 iSCSI 目标与磁盘时，都会自动启动快速设定精灵

LUN类型我们若是有单独硬盘可以用，可以选择使用区块类型，若是不想单独规划，则

可以选择用档案类型来建立 iSCSI 磁盘，磁盘配置选择动态配置即可。

iSCSI 磁盘名称可以自行取名容易判别的名字，NAS 中如果有多颗硬盘，也可以选择 

iSCSI 要建立在哪一颗硬盘中。

最后可以设定容量与临界值，容量是规划要多少空间给 iSCSI 磁盘使用，容量到达警

示临界值时，QNAP则就会警告通知您。

01  要建立 iSCS I  要在『储存空间总管』中开启

『iSCSI储存』设定功能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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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完成 iSCSI 

后也会显示设定摘

要。

08

　　设定完成之后

在未下载区可以看

到 iSCSI 磁盘，点

选 iSCSI 磁盘后选

择下载，这时候就

有 iSCSI 目标可以

选择下载。

09

　　如果考虑安全问题，可以加上 CHAP 认证（非必要），如只设定 [CHAP] ，这样要连接 iSCSI 

目标时，设备来源需要输入这一组使用者与名称才能使用。而设定 Mutual CHAP 则是进一步使用

双向认证的方式，开启之后会反过来设备依照此资料向 iSCSI 验证使用帐号密码的正确性。

07

　　接着我们来建

立目标，选『建立

一个 iSCSI 目标』，

这是要给外部系统

连接 iSCSI 的前端。

05 　　设定目标的相

关设定，主要就是 

iSCS I 目标名称，

其他保持预设值即

可。

06

勾选不要下载，后续我们建立完成再来下载连接03 　　这样就建立完成 iSCSI 磁盘了，会最后

再显示摘要清单

04

Windows 连接 iSCSI 测试線

   接着再到我的电脑上按右键

『管理』进入『磁盘管理』，往

下況动一下应该就ˇ可以看到我

们已经把iSCSI 的磁盘机下载上

系统了。

09

　　接着和一般实体的硬盘可以说是一模

一样，一样需要进行首次的格式化。

10

除了背后是走 iSCSI 的网络协定，使用起来和实际的硬体并没有不同。11 11

　　如果我们之前建立 iSCSI 时没有设定安全设定的话，现在直接按确定即可连线，不过我们因为有设定帐

号密码，因此要点选『进阶』再做设定。

05

　　然后到『磁盘区和

装置』设定页面，直接

点选『自动设定即可』

08

08

　　按确定之后回到上

一页，应该可以看到目

标中的状态已经变为

『已经连线』

07

07

　　因为我们有设定 

CHAP 登入，因此请勾

选后设定名称与目标密

码。

06

06

　　下载成功后应该会看到 iSCSI 目标清单中可以看

到已经下载上 iSCSI 磁盘，与后方显示状态情况，这

样我们就设定完一组 iSCSI 可以提供使用了。

10

　　我们在『目标』栏位中可以输入 NAS 的 IP 或是 iSCSI 目

标的名称，然后按下『快速连线』，让系统自动进行搜寻。

03

03

　　首次执行会提示需要

自动在开机时载入 iSCSI 

服务，当然是按下『是』

继续设定。

02

　　若正确应该直接就在中间会出现在『探索到的目标』清单中

（目前状态还是非使用中），然后点选『连线』

04 04

　　各个系统对于 iSCSI 支持不太

一定，不支持的话也可以安装外挂

程序达成 iSCSI 支持，我们这里以 

Windows 8 作示范，直接用搜寻的

方式执行『设定 iSCSI 启动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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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Plug & Connect

如何连接 NAS 为网络磁盘机？通常答案就是打 \\IP 或是开启网上邻居找

找看，而其实 QNAP 的用户可以用 QNAP QFinder 来做为管理工具，同时其

中有提供好用的 Storage Plug & Connect 功能，只能说是超级简化使用，透过 

Storage Plug & Connect 连接 NAS 网络磁盘、预览、下载都只是如同一片蛋糕

一样简单！（It's a piece of cake）

建立虚拟磁盘

　　登入后点选『建立一个虚拟磁盘机(iSCSI)』图示，这和手动

建立 iSCSI 磁盘相比，更是简单太多，直接就可以況定虚拟磁盘

相关内容，名称、容量大小、是否使用CHAP认证等等，Storage 

Plug&Connect 就会全自动处理、甚至自动格式化该虚拟磁盘。

01

　　非常简单就可以建立网络磁盘与虚拟磁盘，可以说让使用者透过 

Storage Plug&Connect 可以最快最简单的建立与管理网络磁盘与分享设

定。

02

VLAN

网的资讯安全保障。

QNAP 也可以支持 VLAN 功能，可以快速简单的加入到

现有的 VLAN 环境中，让 NAS 设备与 VLAN 虚拟网络箱

结合，提升 NAS 数据安全及效能。

VLAN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可以隔离连接实体网

络的设备，建立虚拟的网络区段，让设备或是电脑如同连结

到个别的私人网络中，进而提供更加的网络管理，可以对设

备进行逻辑分群（Grouping）管理，并降低区域网内大量资

料流通时，因无用封包过多导致拥塞的问题，以及提升区域

设定交换机 VLAN

定方式都不太一样，不过大多是用管理权限登入交换器，

设定开启 802.1Q 功能，各家设备的设定方式可以参考使

用手册。

在设定 QNAP VLAN 连接与虚拟机器的连接之前，你当

然要有一台支持 VLAN 的交换器（没有的话你看这章节的

目的是….我想应该是长知识吧！笑），每一台交换器的设

　 安装 QNAP QFinder 之后，点选『连线』-> 

Storage Plug & Connect

建立网络磁盘

　　执行 Storage Plug & Connect 后输入帐号密码登入系统，登入

后会列出连线的 NAS 设备，与已经建立的网络磁盘机。

01

　　登入后点选『建立一个网络磁盘机』图示，选择磁盘机名称和目标硬盘后，即自动连线完成，重

新开机后也会自动连接。

02

设定 QNAP NAS VLAN 设定虚拟器 VLAN

要先说的是因为设定 VLAN 错误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设备

无法连线，进而出现无法管理的窘境，一般建议如果有双 

LAN 的机种可以设定其中一个 LAN 埠设定使用 VLAN 来

避免这个情况；若真的失败，可以按着设备的 RESET 按钮

三秒将系统恢复到初始值（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

要先说的是因为设定 VLAN 错误的话有可能会造

成设备无法连线，进而出现无法管理的窘境，一般

建议如果有双 LAN 的机种可以设定其中一个 LAN 

埠设定使用 VLAN 来避免这个情况；若真的失败，

可以按着设备的 RESET 按钮三秒将系统恢复到初始

值（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

　　在『控制台』->『系统设定』-> 『网络设定』->『TCP/IP』

选择要使用 VLAN 的网络介面点选『编辑』按钮

0101

　　在『TCP/IP - 内容』页面中选择『进阶选项』然后勾选『动VLAN 

(802.1Q)』输入指定的VLAN ID (数值必须介于0-4096)，然后按下

「套用」，之后此网络介面只会处理具有相同VLAN ID的网络封包。

02

　 不同品牌的虚拟机器设定不太相同，如果我们要设定

VMware vSphere的VLAN，可以到vSPhere管理工具，在虚拟

服务器上新增一个虚拟交换器，并指定和NAS相同的VLAN

设定。完成设定后开启虚拟服务器管理介面，新增一个

datastore并将路径指向NAS，这样就完成虚拟服务器和NAS的

安全资料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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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AAI & vSphere Client plug-in"

什么是 VAAI？Client plug-in"

虚拟机好助手vSphere Client plug-in"

　　举例来说，支持 VAAI 在虚拟主机需要复制时，VAAI 的效果就会生效，过去复制是要经由 VM 来回

复制来完成，现在复制的动作直接就在 Turbo NAS 上完成，有效减少虚拟主机的负载，而且也实际加速

了复制的时间。实测速度可以节省 70%。

除了速度更快，资源更省之外，VAAI 也让磁盘利用更加方便，可以动态调整磁盘的空间大小而不用重

新建立，可是先预留空间方便规划并提供更加效率、空间可快速释出节省 IT 成本，VAAI 功能的提供让 

QNAP 不只是单纯的 NAS 储存设备，而更是企业打造虚拟化的最佳伙伴。

　　到Q N A P官方网

站上，下载v S p h e r e 

Client plug-in 并安装

完成，安装完之后在 

vSphere 的插件管理应

该就可以看到 vSphere 

Client plug-in，并且

状态应该是 Enable。

传输资料时，这些处理工作可直接在 Turbo NAS 上进行，

进而减轻虚拟机器主机主机处理器、记忆体及频宽的负

担，如此可以运作更快速，更有效率。

支持 Plug-in 的方式增加功能，因此 QNAP以vSphere 

Client Plug-in的方式将QNAP NAS的部分功能直接整合

进vSphere Client。

在虚拟化方面 QNAP Turbo NAS 支持 VMware VAAI 

(vStorage APIs for Array Integration)，VAAI 的效用什么

呢？可以说就是把过去很多需要透过机器与VM间不断来回

什么是 vSphere Client plug-in?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可以让 IT 管理人员简化在 VM 上建立Datastore与 NAS 

整合的的操作程序。由于 VMware 的管理工具 vSphere 

　　完整的操作都可以透过 Plug-in 来操作，因此使用者可以透过Plug-in直接操作

Datastore并且同时使用NAS，藉由这样的整合，无须再先至NAS上设定，也就是说可以不

使用Web GUI来设定volume或是pool，Plug-in可以同步进行设定。

03

虚实结合 vNAS

现今企业 IT 应用中，最常用的除了 NAS 之外，应该就属

各类的 VM (VirtualMachine 虚拟机器) 了吧！而现在也有全

新的应用方式 QNAP vNAS！什么是 vNAS ? 最简单的说法就

是『内建Virtualization Station虚拟机工作站的 NAS 设备』，

因此除了作为储存系统、各式服务器之外，具备 VM 功能的 

vNAS 直接就可以在上面执行各种 Windows、Linux 的虚拟机

器（执行数量当然就看 vNAS 的硬体配备规格而定），更简

化设备建置数量，同时提供更加的虚实结合应用。

　　在 Home 的 IP (或网域名) 上按鼠标右键，

应该就会直接看到 QNAP 的快速功能表，这就是 

Plug-in 提供的快速功能。

01

02

　　在控制软

件中可以直接

快速建立、甚

至直接使用预

设的硬体建置

模版，几分钟

就可以新增一

台虚拟机器上

线使用。

01

　　可以设定虚拟主机使用的网络频宽线路，包含走哪一条实体线路都可以

依照需求设定。

04
　　虚拟机器的管理可以使用远端桌面方式连线，管理权限由 NAS 控

制，可以使用电脑、笔记本甚至移动设备的浏览器，随时、随地都可以控

管 NAS 上的每一台虚拟机器。

05

　　同时也可以支持汇入的方式，将目前可能已经在上线使用中的 

VMware、VittualBox 的虚拟机器，使用 .ovf, ova 档案的方式汇入 vNAS 

中，以最快的方式上线虚拟机器系统；汇入档案可以经由 PC 直接由浏览器

中直接上传，或是先以网络磁盘机方式先放入工作区域直接汇入皆可。

　　建立的虚拟机器也可以直接在系统中监控使用状况、CPU、记忆体的

使用率，提供了完整的虚拟机器管理功能，例如可以建立多重的系统快

照，当机器出问题时可以快速回复到正常的状态。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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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NAS 的好处

择建立虚拟机器平台，现在 vNAS 可以让这些应用在同

一台设备上实现，并且同时也是高安全性的储存设备于一

身，对于企业而言是可以说是多赢的最佳虚拟 + 实体的

解决方案。

QNAP Turbo NAS 已经内建许多非常强大的功能，而 

vNAS 则更进一步让 NAS 的功能升级到『没有限制』，例

如安装 Windows 2012 Server 担任 AD 服务器，又例如建

立 Exchange 企业大型电子邮件系统、各种企业 ERP、EIP 

资源规划系统，这些功能过去需要独立主机、或是另外选

注：vNAS 系列是QNAP专为虚拟机工作站量身打造的QNAP Turbo NAS机种；虚拟机工作站亦可安装于其他适用的QNAP NAS机种，详情请上QNAP官网：

http://www.qna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