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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简单。以往建构物联网，可能需要以大型服务器做

为中枢主机，对于小规模企业负担较高，且主机性能可能超

过实际需求，造成资源的浪费。若以Turbo NAS做为中枢主

机，不但可以借由二次开发平台撰写专属程序，打造完全符

合需求的软件，更能依运算、储存、网络等规格需求，挑选

最适合自己的Turbo NAS，能节省不少初期投资经费。当往

后负载日益增加时，也可以透过QNAP完整的scale up与scale 

out升级方案，扩充硬件设备，并轻松将软件与资料转移到

新设备，完成无缝接轨的升级工程。

的资料备份、硬盘组态建置、防火墙设定等内建加值软件功

能，可以为开发者提供一个最安全且最佳的软件整合环境。

　　QNAP Turbo NAS能够轻松汇集各类装置，电脑与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都可以透过Turbo NAS交换资料。

　　除了各种电脑之外，二次开发平台还能让Turbo NAS汇整更多种类的装

置，轻松建立各种物联网运用情境。

二次开发优点多

輕轻松建构物联网

不必担心门槛高

二次开发的概念其实不难懂，简单地说就是在现有的软

硬件平台上，再次建构出延伸的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

今天你是QNAP Turbo NAS的使用者，希望自己企业量身开

发专属软件，并且在Turbo NAS上执行，这个动作就叫做二

次开发。

在这个例子中，也能明显地看到二次开发的优点，其一

为在现有的平台上开发，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站在现有的基

础向上发展，不需重头开始。其次，二次开发的精神就在于

能够针对企业需求，量身打造最适合的软件，不但能作为完

整解决方案的关键，甚至能让研发人员发挥无限创意，开启

前所未见的应用方式与服务。

二 二次开发平台不单纯只是开放性app集散地，

它 更 是 让 商 务 应 用 更 加 灵 活 的 魔 法 配 方 ， 由

于 Q N A P  Tu r b o  N A S 具 有 多 种 机 型 ， 无 论 支 援 硬

盘 数 量 或 是 处 理 器 型 号 ， 都 有 多 种 选 择 ， 使 用 者 可

选 择 最 适 合 自 己 的 款 式 ， 配 合 量 身 打 造 的 a p p ， 将

Turbo NAS的功能进化为服务器等级，提供最经济

实惠的完整解决方案。

物联网为当代资讯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若从物联

网系统服务的角度出发，除了需要各种能够彼此互连，或与

网络连线的终端设备与装置外，另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汇

集所有装置及资讯的资料中枢，而QNAP Turbo NAS刚好能

够胜任这项工作。Turbo NAS不但具有连接网络的能力，本

身也能够提供大量储存空间，以及充沛的运算资源，再加上

二次开发平台富有弹性的开发环境，任何物联网都能以Turbo 

NAS做为运作的中枢。

从下方2张图片范例可以看到，以Turbo NAS建构物联网

QNAP为二次开发平台提供完整的开发工具包（API与

SDK），甚至具有免费技术支援，让有意以QNAP Turbo NAS

做为系统营运平台的开发者，能以更低的门槛进入二次开发

平台。此外QNAP也提供软硬件整合协助，可快速将软件包

装在NAS上，大幅降低开发成本。此外，透过Turbo NAS强大

二次开发发挥NAS最大效益

QNAP推出的二次开发平台，是个在NAS领域中相当创新

的概念，以智能手机的app商店为例，就能知道它的特色在

哪里。虽然大部分的NAS厂商已提供app安装功能，不过app

来源大多仅止于厂商提供的app，而QNAP的二次开发平台

则是让开发者能够自行开发app，并发布至QNAP提供的App 

Center，就像Google Play或Apple App Store等服务一般，拥

有更丰富的app内容，以及程序开发弹性。

　　二次开发平台能轻松将开

发者的app推送到全世界，大幅

提高曝光率。

　　QNAP Turbo NAS在全球有超過300萬使用者，讓你的app輕鬆被世界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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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AP Turbo NAS原本就具有相当丰富的功能，配合二次开发app如虎

添翼。

　　Turbo NAS的app开发环境支

持多种程序语言与API，对开发者

相当友善。

私有云有其必要 依用量不同选择NAS

对于企业经营而言，私有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简单地

说，使用其他厂商架设的云端服务，包括Hinet、Amazon等付

费服务，或是Dropbox等免费服务，都是公有云的概念，付费

公有云虽然有稳定、安全性高的特色，不过使用弹性可能无

法完全配合使用者的需求，然而免费公有云除了弹性较低之

外，安全性也存有疑虑。

自行架设的云端服务即为私有云，不但具有稳定与安全

的优势，还可以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运用方式，再加上

QNAP Turbo NAS有丰富的机种可供选择，且具备完善的

scale up与scale out升级方案，能够以最经济的支出，获得最

超值的效益。

另外QNAP为威强电集团公司，具有充分的工业用电脑主

机板生产经验，配合QNAP强大的软件开发能力，软硬件都

具有相当竞争力及让使用者能够放心的稳定性。

对于NAS机种该如何选择，若从二次开发的角度出发，不

妨先考虑资料的储存量与处理器资源的需求。储存容量直接

受硬盘安装数影响，以最低阶的TS-120为例，它仅能安装1

颗硬盘，最大支持储存容量为4TB，而高阶的TS-EC1679U-

RP择能安装16颗硬盘，最大支持储存容量为64TB。此外还有

其他2、4、5、6、8、12颗硬盘的机种可供选择。

在处理器方面，则需考虑二次开发的应用是否会有大量

处理器运算情境，若对处理器的需求不高，可以选择使用

Marvell或Intel Atom处理器的产品，但是随着需求提高，则

需升级为搭载Intel Core系列处理器的产品。如果需求更高，

QNAP也具有搭载服务器等级Intel Xeon处理器的产品可供选

择。

除此之外，开发者也可依不同的需求，挑选支持的网络

卡数量，以及是否具有HDMI影音输出端口。

QNAP Turbo NAS机种简易一览表

外观 TS-120.png TS-469 Pro.png TS-670 Pro.png TS-EC1679U-RP.png

型号 TS-120 TS-469 Pro TS-670 Pro TS-EC1679U-RP

处理器 Marvell 1.6 GHz
Intel Atom双核心2.13 

GHz

Intel　Core i3双核心

3.3 GHz

Intel Xeon双核心

3.1GHz

内存 512MB DDR3 1GB（Max 3 GB) 2GB(Max 16 GB) 4GB(Max 16 GB)

安装硬盘数 1 4 6 16

最大支持容量 4TB 16TB 24TB 64TB

Gigabit网卡 1 2 2 (Optional:10GbE) 4 (Optional:10GbE)

HDMI 无 有 有 有

二二次开发最大的特色，就是整合了QNAP Turbo NAS的硬件，以及开发者自己的软件，让开发者创意能够在云

端无限延伸的同时，也可借由Turbo NAS的功能，轻松建立公司的私有云。 如前文说述，QNAP Turbo NAS具有多种机型，从简易型NAS到服务器等级的产品一应俱全，此外QNAP也设有

二次开发专案协助部门，能够向开发者提供最详尽的支援与服务。

开发环境完善 灵活设计二次开发软件

QNAP Turbo NAS内建丰富功能，能让使用者轻松建立私

有云系统，此外也同时具备完整的软硬件解决方案，并设有

二次开发专案协助部门，协助厂商在客服、业务、研发等各

种问题咨询，提供最优质的开发环境。

QNAP提供多种不同的开发套件，开发者可以利用QNAP 

API与SDK，设计出可以由远端的系统上执行软件来存取

NAS的文件，或进行管理。开发者也可自行设计NAS app

（QPKG），撰写可以在NAS上执行的软件，并透过App /

QPKG Center界面安装，让应用程序和资料可以整合在同一

台系统上。 

如果开发者的程序并非针对Linux作业系统设计，还是可

以透过虚拟机器（VM）进行整合，在Turbo NAS上安装并执

行另一套完整的作业系统与应用程序，大幅降低重新开发浪

费的时间与金钱。

QNAP对二次开发平台提供许多周全的服务，首先所有的

硬件问题，皆由QNAP负责保修服务，万一NAS运作时发生故

障，可透过异地备份与还原功能，让备份系统在最短的时间

内开始运作，同时QNAP会提供硬件的维护服务。

在软件开发方面，QNAP也会提供开发套件、app包装与

上架等支援，并且在app center平台推广，将app行销到全世

界。此外QNAP也特别重视app的使用者介面与使用者体验，

为了提升app品质，QNAP的专业人员协助调整使用者介面与

体验。如果开发者有绝佳的创意，却没有撰写程序的能力，

也可以委托QNAP承包app开发业务，让创意得以实现。

同时拥抱私有云与二次开发 不同选择的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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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电信hicloud S3云储存

二次开发开放平台的理念一拍即合。QNAP二次开发利用

其开放的开发平台，搭配hicloud S3标准API快速将hicloud S3

云储存服务导入QNAP Turbo NAS，让Turbo NAS突破实体储

存设备储存容量上限的框架，延伸储存设备价值并拓展储存

服务的能量。

除了本地NAS端与hicloud S3云储存连结外，异地端NAS

可透过回复功能，将储存在hicloud S3云储存的备份档案回

复至异地端NAS，实现异地还原理念。二次开发平台搭配

hicloud S3无限储存的优势，免除实体储存设备需不断扩充

硬件的不便，也因为这些以使用者角度出发的设计理念，采

用QNAP 二次开发产品搭配hicloud S3云储存可以比自行建

立传统服务器更加简便，也更加节省成本。

　　hicloud S3提供多种标准Restful API，可与二

次开发平台完美整合

　　inWedding结婚app能让所有来宾与未到场亲友一同分享新人的喜悦。

　　Ragic的操作介面相当亲和，不需撰写专业程序也能轻松制作报表。

二次开发合作成功案例 天桥科技inWedding结婚App

inWedding结婚app是款创新的电子喜帖，功能包括让亲

友了解新人的成长、相遇的过程，当然秀出漂亮的婚纱照

更是最重要的部分，透过inWedding结婚app，所有的祝福

都会呈现在您的专属app上，亲友可以随时上传照片，无论

是老照片，迎娶过程，甚至是现场花絮，都能即时呈现在

inWedding结婚app中。在婚礼进行中，所有与会来宾皆可以

上传婚礼过程的照片，不但让所有来宾都能变成专属摄影

师，也让不能来参加的亲友如临现场，对新人的意义非凡。

这么特别的服务就是靠QNAP Turbo NAS的二次开发平台完

成的，目前天桥科技会与QNAP NAS整合最大原因，是要让

inWedding结婚app能在婚礼现场即时上传祝福照片与影片。

以往碍于婚宴现场网络频宽的问题，即时上传祝福影片是有

困难的，在与QNAP合作之后，现场的宾客能利用区域网络

的方式在QNAP Turbo NAS上分享照片与影片，有效解决网

际网络频宽不足的问题，让分享影片变成可能。

QNAP不但提供完整的API与SDK来管理存取NAS的资料，

还能让开发者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手，设计自有的软件并上架

到app center，随后若app需更新版本，也可直接在app center

更新。

立即科技Ragic

Ragic是1套针对中小企业设计，完整的云端资料库平台。

只要轻松从应用商店点选，便可以从各式各样的企业应用

中，安装各式各样自己公司所需要的云端资料库应用。Ragic

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你安装的任何云端资料库应用，可以轻

易地利用大家最熟悉的Excel界面，线上弹性修改成符合自己

公司产业特性，以及商务流程的表单及报表。

搭配QNAP Turbo NAS的二次开发平

台，Ragic便能从云端系统转换为「企

业私有云」的资料库系统。对于企业

资料私密性有特别疑虑的客户，便能

够以企业私有云的方式，将Ragic云

端资料库的资料放在自己私有的主机

上，增强对资料的保护以及掌握度。

而方便中小企业管理企业私有云的app 

center，正是QNAP二次开发的最大特

色。

Ragic选用目前广为好评的TS-239 

Pro，在Ragic资料库高效能的设计下，

绝大多数企业的资料库应用，都能够以单台QNAP Torbo NAS

满足效能的需求。在Ragic目前使用的机型可负荷上千人以内

的公司，并支持上百人同时上线存取。而如果有稳定性考量

的话，则可以简单用两台NAS以active-stand by的方式，减

少硬件故障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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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kVoice采用QNAP二次开发平台，能够以Turbo NAS做为企业电话录

音设备。

　　SafeSync企业私有云以QNAP Turbo NAS做为主机，不需额外建立服务器。

趋势科技SafeSync和沛科技 ArkVoice

在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带自己的装置到公司）

越来越风行的趋势下，许多公司都面临新型态的资料安全威

胁，趋势科技SafeSync企业私有云就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云

储存系统最初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使用者能轻易地在跨平台

环境中使用相同的档案，但进入企业内后，则须在此高可用

性的情境上给予使用人员适当的规范并提供完整的资料防护

措施，造成企业内的另一个资料安全弱点。

私有云储存平台的规划，除了软件之外，尚须考虑系统

主机、储存设备、安装建置及后续管理人力等成本，均是

和沛科技ArkVoice是一套完整的电话录音服务，支持传统

电话或是网络电话，可以将QNAP Turbo NAS与传统电话总

机连线，或是透过网络SWITCH与IP PBX连接，对企业电话

进行录音。传统录音方案需要的设备相当繁杂，和沛科技

ArkVoice只需要1部闸道器，用来连接传统电话总机，便能使

用QNAP Turbo NAS作为服务器，执行录音、 管理及储存功

能，不需要庞大的机房设备。

由于QNAP的二次开发平台，提供使用者类似智能手机app

安装的使用情境，能够快速、便捷地将各种好用软件安装在

QNAP Turbo NAS上，并有效排除了许多安装软件上相容性

的问题，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员也能使用，降低不少架设门

槛。

另一方面，QNAP具有多种不同款式Turbo NAS，从简易型

到专业型的产品都有，使用者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公司用

量的硬件，并安装ArkVoice所提供的软件，便能以最具弹性

的选择，构建最实惠的解决方案。

沉重的负担。而一般的NAS厂商所自行开发的云储存平台系

统，是以消费市场的角度来开发，并非以企业私有云的角度

开发，在资料安全规划上亦可说是趋近于零，因此导入成本

虽低，但应用上却无法符合企业的需求。

所以与QNAP的二次开发整合，可让想要导入企业私有云

的中小企业，因为AIO的架构而在规划、建置及维护上感到

顺心，在使用及资料安全上感到安心，及因采购成本的降低

而开心。将系统软件、主机及储存设备合而为一，对于系统

导入所需的各项成本均能大副降低。

以和沛科技为例，由于通话规模较庞大，具有数百线电

话，需要较高运算效能和较多内存，所以选用TS-EC1279U-

RP，如果是一般50人办公室环境，系统负荷与录音门号数及

录音档数量不会那么多，建议至少使用TS-879 Pro即可。

思博智慧科技 ShareRoom

思博智慧科技的ShareRoom是企业网络会议的最佳解决方

案，将传统会议虚拟化至云端网络，让使用者在云端透过影

音技术免安装、免下载，单键点击即可开始会议，降低部署

网络会议室的困难度，同时也大幅提升网络会议的行动力。

ShareRoom具有相当丰富的功能，可让参与网络会议的同仁

随时使用，其中包括高解析度影像电子白板、文件上传/下

载、桌面分享、远端遥控、即时讯息、会议权限掌控等功

能。

搭配QNAP的二次开发平台与Turbo NAS，主机端仅需以

NAS做为会议主机，不需另外建立专用服务器，随后客户端

只需透过任何装置之浏览器，立即登入网络会议室达到远距

会议的效果与应用。

受益于QNAP二次开发整合的概念，透过QNAP Turbo NAS

平台让软件随装随用，会议录影与资料皆直接存储于NAS

中，需要使用时马上可以取得，并增加资料的保密隐私。此

外运用QNAP二次开发平台，能让原来从选购服务器到作业

系统或是硬件扩充设备的繁复过程及高度的成本，变得简单

而且精省，以前光购买某知名厂商的软件作业系统价格都可

以购买1部NAS服务器，可说是低成本高利好的投资方案。

　　只需一台QNAP Turbo NAS，就可以轻松建立ShareRoom网络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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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AP除了对Turbo NAS硬件与二次开发软件平台提供完整支援服务

外，也具有完整的行销推广资源，与企业客户共享，开创双赢局面。

輕结合多方资源

QNAP二次开发平台并非单一软件服务，而是完整的软硬

件整合解决方案，让QNAP Turbo NAS能提供比传统NAS更多

元的功能。举个例子来说，传统NAS大多只能使用原厂提供

的功能，这些功能不但项目有限，在整合外部服务的弹性上

还要看服务商有无提供相关程序或API。如果今天您使用的

网络服务虽有提供相关程序或API，但是NAS却不支持如同二

次开发平台的软件开发功能，那么您的NAS将无法存取网络

服务上的资料。

以QNAP二次开发平台配合中华电信的hicloud S3云储存服

务为例，二次开发平台提供完整的软件开发环境，而hicloud 

S3云储存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RESTful API，两者一拍即合，

可供企业进行档案的存取及管理，为企业保留高度开发弹

性，企业可进而创造各式各样的服务及应用。

如同前文所述，二次开发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在现有的硬件基础上，无限延伸、扩充各种软件功能，不但能发挥物尽

其用的效果，更能在QNAP坚实的硬件保修、升级服务下，避免各种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让企业用户能高枕无忧

地享受二次开发的各种优势。

深耕未来扩充性

除此之外，由于二次开发平台能让使用者开发最适合自

己使用环境的软件，所以更有利于整合多方资源，将不同的

服务结合在一起，开创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再以上述例子

进行延伸，如果您使用Turbo NAS做为物联网中枢主机，但

是因为资料安全问题需要防毒防骇，并将资料备份，这时只

要透过二次开发平台建构物联网系统，并安装、开启驱势科

技的SafeSync for Enterprise与中华电信的hicloud S3云储存服

务，就能将不同的资源与服务整合，未来若需要加入更多服

务，也可按这个方式进行，开创无限可能。

二次开发让创意无限飞翔

二次开发相关讯息请联络：400 028 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