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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PC 技術定義 NAS 也是一台 PC (混合桌面工作站)
(QNAP 虛擬機桌面 + 視頻監控管理桌面 + 本地顯示操作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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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內建虛擬機多元應用創造無限商機 Use your NAS as a PC



當前瞬息萬變的 IT 產業，企業往往一個決定將伴隨著不成功便成仁的結果。如此嚴苛的環境，任何企業

都應隨時觀察產業趨勢，適時投入研發，才能跟上腳步與之並進。除此之外，產業的脈動與消費者息息

相關，如何預測消費者需求、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案亦是企業所需具備的。

根據顧能公司 (Gartner Inc.) 預測在 2014 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其中多項隱含了企業所需的發展趨勢

與消費者需求。例如：行動 App 與應用 (Mobile Apps and Applications)、物聯網網路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個人雲時代 (The Era of Personal Cloud) 和軟體定義一切 (Software-Defined anything)…等。

綜觀所有策略性科技，會發現諸多範圍都圍繞在 “軟體＂ 而非 “硬體＂。如此趨勢下，企業更須了解 “軟

體＂ 的重要性及如何影響產業並與時俱進。

QNAP 本著於身為網路儲存設備先驅，在熟悉產業、矢志提供使用者最佳體驗下，朝著 “軟體定義一切＂ 
的方向，提出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透過整合多項軟體技

術來重新定義 NAS，讓 NAS 不再只是單純的儲存設備更可以是一台 PC。藉由外接 HDMI 顯示器，即可

使用多種不同功能桌面的 “混合桌面工作站＂ (HybridDesk Station)，享受不同桌面所帶來的應用服務，

開啟 NAS 應用新紀元。

摘要

原文：

Mr. Cearley said that the Nexus of Forces, the convergence of four powerful forces: social, mobile, 
cloud and information, continues to drive change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creating demand 
for advanced programmable infrastructure that can execute at web-scale.

Gartner 副總裁 David Cearley 指出，企業不一定必須要去接受或投

資研發該十項策略性科技，但應於未來兩年之內去觀察這些策略化

技術是否符合預期需求並做出相對應的決策。尤其透過社群、移動、

雲端和資訊四股力量的結合，將會持續帶來更多改變和新契機關於

需求具備可程式化的基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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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在傳統產業中，由於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與數位內

容的推廣，消費者傾向使用例如：Amazon 電子書、Apple 

iTunes 音樂下載，來取代傳統書籍、卡帶或 CD。對於傳統

印刷業與音樂娛樂產業來說，製作硬體漸漸不符合成本，反

而需走向數位內容或提供網路上的應用服務等，才能存活下

來並創造更多的收益。

隨著網路普及和與日劇增的連線速度，過往分散於各地的運

算資源、儲存資源和應用服務資源都可透過網路串連成一個

大型的服務平台，亦即所謂的雲端。雲端可被視為是一個大

型的資源共享池，使用者根據需求可以快速、便利的向雲端

服務供應商要求運算服務、應用程式服務、資料儲存服務…

等 (Mell and Grance 2011)。因此，當近年來雲端運算中的

「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的概念被提出

且廣為市場接受時，各家硬體廠商或傳統產業製造商無不積

極投入軟體開發，來提供更完整的解決方案或雲端應用服

務，進而提升自有商品的附加價值與差異性。

1990 年代初期，由於 PC 的大量需求，以台灣為首的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代工產業

順勢崛起，加上 PC 、低價伺服器和其他周邊裝置的快速

商品化，造就一波 ICT 代工產業的榮景。然而， ICT 產業

隨著門檻降低與削價競爭，相關產業硬體製造商或代工廠

無不想盡辦法來降低生產成本，甚至不惜將廠房建立在勞

工、稅金低廉的新興國家。在毛利偏低情況下，幾乎沒有

多餘的營業收入用來投入研發。況且隨著硬體的持續發

展，各家廠商推出的產品在硬體效能差異性上也逐漸縮

小，如果產品無特別的附加價值，屆時又會回到價格競爭

的惡性循環。另外，當新興國家崛起並挾帶人口紅利的低

成本優勢時，又會加劇影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代工產業。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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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的基本架構分為硬體與軟體兩部分。硬體即所謂

的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包含 PC 、伺服器、儲存設

備…等。軟體則分成平台 (Platform) 和軟體 (Software)。

根據基本架構，雲端服務亦分成三部分：「基礎建設雲端

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平台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和「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整體雲端運算系統中，基礎建設提供

底層的運算能力與儲存空間，以及其他相關的硬體資源。

硬體與軟體之間，則透過平台 (Platform) 來連接，例如：

作業系統平台或應用服務開發平台。作業系統平台可被用

來管理硬體基礎建設；應用服務開發平台則是提供開發者

能夠在其平台撰寫程式碼，並提供相關軟體服務給使用者。

最後的「軟體即服務」，即是讓使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需

求來選擇開發商所提供的應用軟體服務，例如：財會系統、

公司營運系統…等。

雲端產業中，「軟體即服務」的市場規模日漸增長。根據

顧能 (Gartner) 公司調查指出，2012 年市場規模約 $145 

億美金，預估至 2015 年便可達到 $221 億美金，成長約 

152 % (Information Age 2012)。如此預期的成長與需求

下，各家軟硬體製造商無不以提供更多應用軟體服務為導

向，來創造新的商業模式與提升產品競爭力。因此，在軟

體當道的趨勢中，便有人提出「軟體定義一切 (Software-

Defined Anything, SDx)」的想法。例如：Google Glass，

外觀是眼鏡，透過支援的應用軟體服務，即可是照相機、

攝影機或者 GPS 導航…等。Samsung Gear，外觀是手錶，

但也可以是照相機、MP3、手機鑰匙…等。

雲端服務架構

SaaS

PaaS

IaaS
Network Architects

Application Developers

End users

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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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一切 (SDx)」是一個集合名詞，涵蓋許多部份，

例如：「軟體定義網路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 軟 體 定 義 儲 存 (Software-Defined Storage, 

SDS)」、「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Software-Defined Data 

Center, SDDC)」…等，並無特定的標準範圍。在整體雲

端運算架構中，不管是軟體或硬體開發商，無不推出自

己定義的軟體架構與應用環境平台來提供更簡潔方便的

雲端應用服務。例如：「軟體定義網路」，開源程式碼 

OpenFlow 提供網路管理者一種軟體定義的介面，用來操

控底層的網路基礎硬體設備，例如：決定網路封包的最佳

路徑。讓上層軟體應用服務開發者更容易利用或控制底層

網路硬體設備，無須手動更改硬體設備配置，進而提升應

用服務品質。

「軟體定義儲存 (Software-Defined Storage, SDS)」即是提

供存在雲端中底層的儲存硬體一個共通、彈性的溝通平台 

(Robinson 2013)。將軟體從儲存硬體中分離出來，不受儲

存硬體系統差異的影響，透過軟體來整合硬體的差異性，

提供一個共用儲存池，並利用相關應用程式來管理資料儲

存，例如：資料遷移能力、RAID 等級設定、資料快照備

份…等，讓上層的應用程式服務可以有效率的直接部署在

雲端的儲存硬體上。除此之外，亦可根據使用的容量來擴

充儲存硬體，不管是採用橫向擴展 (Scale-up) 或垂直擴展 

(Scale-out)，都可透過軟體將資料做遷移或備份，且無須

暫停運作其上的應用程式服務。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Software-Defined Data Center, SDDC)」是由虛擬化技術先驅者 VMware 於 2012 年所提出。利用虛

擬化技術將底層硬體的運算能力、網路和儲存架構服務抽象化，並透過軟體將運算、網路與儲存融合為一，建立一個適合

私有雲、公有雲及混合雲的理想架構 (VMware 2012)。軟體定義資料中心亦可視為虛擬化資料中心，藉由軟體來執行部署、

儲存、網路、安全、可用性…等的自動化管理。另外，IT 管理者更可透過軟體來橫跨管理多個虛擬化資料中心來達到高可

用性 (High Availability, HA) 與負載平衡 (Load Balancing)。

軟體定義一切 Software-Defined 
Anything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Architecture 

(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2012) 

Hardware

Virtualization

Software De�ned
Virtual Datacenters

Software-defined  Datacenter Services

Software De�ned
Networking

Software De�ne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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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端產業發展趨勢中，很顯然軟體即將主導一切，不管是利用開源的程式碼來開發互通的介面協定，或研發軟體管理套

件來打造雲端資料中心。因此「軟體定義一切」被視為是未來三年內可能影響眾多企業的策略性技術之一 (Gartner 2013)。

從雲端運算的角度出發，「基礎建設雲端服務 (IaaS)」QNAP 本著提供高效能的儲存設備與使用經驗，專注於硬體效能上的

突破與創新來提供雲端最好的基礎硬體設施。「平台即服務 (PaaS)」軟體上更是不遺餘力地提供簡單、直覺易操作的 QTS 

作業平台。並且提供相關 API 和 SDK ，讓其他軟體廠商能夠利用 QNAP NAS 儲存管理做應用服務的二次開發。「軟體即服

務 (SaaS)」 QNAP 朝著軟體定義一切的方向前進，提供多樣化的加值應用服務， 讓客戶能夠獲得最佳的使用經驗。

承襲 「軟體定義一切 (SDx)」， QNAP 提出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將 NAS 重新

定位，透過外接 HDMI 顯示器、鍵盤滑鼠，讓 QNAP NAS 不再只是單純的儲存設備， QNAP NAS 亦是 PC，帶給使用者更

多附加價值和使用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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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PC 技術是由多款 QNAP 自行研發的技術總合而成，包含虛擬化技術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硬體加速轉檔技術 

(Hardware accelerated transcoding technology)、雲端整合 (Cloud integration)、分層分區統一儲存管理 (Unified & Tiered 

storage)、RAID 儲存保護 (RAID protection)、 SSD 快取加速技術 (SSD Cache accelerated technology)、影像輸出 (Video 

output)…等。藉由 QvPC 技術延伸打造 “混合桌面工作站＂ (HybridDesk Station)，透過外接顯示器來運行多重桌面，包

含：“QNAP 虛擬機桌面＂ (QVM Desk)、 “視頻監控管理桌面＂ (Defense Desk) 和 “本地顯示操作桌面＂ (Local Display 

Desk)。

什麼是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NAS Firmware

NAS Hardware Platform

HybridDesk Station (HD Station)

USB Connector

USB Pass-through

QVM Desk

Virtualization
Station

Defense Desk Local Display Desk

Linux

* 在本文章出現之其它所有商標皆為其個別公司擁有者所擁有

Local Display Desk

Defense Desk

QVM Desk

HybridDesk Station 是透過 HDMI 輸
出外接顯示器來運行多重多面應用服

務。可從 QTS 作業系統中啟動該項應

用服務，並根據需求選擇安裝各式應

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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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AP 虛擬機桌面 (QVM Desk)

虛擬機桌面 (QVM Desk)

隨著虛擬化技術逐漸成熟，使用者可在伺服器上建立隔離的虛擬機，並安裝不同的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獨立運行。每台

虛擬機可視為獨立的 PC，各自擁有專屬的 CPU、記憶體、磁碟空間與網路資源來處理資料應用，而不受彼此干擾。提

供 IT 管理者更方便快速地打造整體 IT 的作業環境。QNAP 將虛擬化技術結合 NAS ，進而開發出一套 “虛擬機工作站 

(Virtualization Station)＂，讓虛擬機能夠在 QNAP NAS 中運作。與目前一般的虛擬化平台不同，內建在 Turbo NAS 中的虛

擬機工作站，讓虛擬化技術不再只是專業伺服器中高不可攀的作業系統，而是人人都可運用的工具。

透過分層分區儲存管理技術 (Unified & Tiered Storage technology)，更可根據使用目的將虛擬機安裝在合適的儲存硬碟上，

節省儲存空間的單位成本與有效提升虛擬機的 I/O 效能。

利用虛擬機工作站中的各個虛擬機，透過外接 HDMI 顯示器、鍵盤和滑鼠，讓使用者可以像操作 PC 般

來直接開啟 NAS 中的任何檔案，並顯示在外接螢幕上。除此之外，依照使用需求，亦可隨時切換其他

虛擬機，彷彿多台 PC 同時使用。比起網頁上操作，不僅流暢度提升，更無須擔心網路環境出問題時，

無法使用 NAS 檔案或操作虛擬機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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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監控管理桌面 (Defense Desk)

� 視頻監控中心 (本機顯示)
Surveillance Station  (Local Display)

即時影像 錄影回放

除了一般透過網路遠端登入監控功能外，＂視頻監控中心 ( 本機顯示 )＂ 也支援 HDMI 本地輸出即時影像

及回放功能，透過大電視螢幕立即掌握居家生活的安全監控畫面。只要安裝 QNAP Qremote 行動應用程

式，將行動裝置變成遙控器，或利用無線滑鼠、鍵盤，透過直覺式的操作介面輕鬆操控。

視頻監控中心 ( 本機顯示 ) 提供方便的選擇，毋須透過額

外電腦登入，即可使用 Turbo NAS 本機直接在顯示器上同

時監看最高十六頻道，或切換單一、自動循環監看攝影機

頻道即時監看畫面，亦可進一步操作攝影機 PTZ 等功能，

更可開啟音效，監聽現場的聲音；亦支援事件通知，當監

控事件被觸發時，警報圖示會立即顯示在監控畫面上，可

快速做出反應。

NAS 整合監控 減少硬體花費 監控介面簡單好上手 企業級伺服器 7 天 24 小時服務不間斷

使用 NAS 外接顯示器來本地輸出回放一頻道錄影畫面，只

需選定搜尋錄影檔範圍，即可搜索該時間範圍內的錄影檔，

支援正向播放及倒轉功能，及最高十六倍速播放，亦可使

用數位縮放功能尋找錄影檔關鍵線索。錄影檔案支援聲音

輸出，播放影像同時亦可收聽關鍵證據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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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顯示操作桌面 (Local Display Desk)

� XBMC 影音播放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YouTube 視頻網 Spotify 音樂中心

QTS 桌面管理

透過外接 HDMI 顯示器與鍵盤滑鼠，即可立即享有將 NAS 資料視覺化的方便性。包含媒體播放器 XBMC、Google Chrome 

瀏覽器、YouTube、Spotify 和 QNAP QTS 桌面管理。

QNAP NAS 採用 Intel® 高畫質影像技術 (Intel® HD Graphics)，運用專屬多媒體處理單元處理高畫質影

像，只須接上 HDMI 顯示器，無須擔心播放高畫質電影或相片時所造成的延遲與破圖。搭配 QNAP 遙

控器 (RM-IR002) 或者下載使用 Qremote Mobile App，即可輕鬆享受隨選隨播的便利。

雲端服務日漸成長，許多雲端應用程式，例如：交易系統、辦公系統、遊戲…等，皆透過瀏覽器直接

操作使用。透過外接顯示器瀏覽網頁，再也無須屈就小尺寸的顯示器，例如：手機或平板電腦，更無

須透過其他裝置進行影像串連，例如：Google Chromecast、Apple TV。除此之外，從網路下載的檔案

亦可直接儲存於 NAS 中，下載 & 享受，一氣呵成。

想隨時回憶過去經典片段或時下最新的 

MV 歌曲時，直接上 YouTube 搜尋，即

可利用大螢幕輕鬆滿足現下的渴望。

數十種音樂風格與個人專屬播放清單， NAS 

也可以是數位收音機，讓客廳變成自己的咖

啡廳。

無須透過電腦或網路連線 NAS，直接接上 HDMI 顯示器與鍵盤滑鼠，即可開啟 NAS 中的資料夾，並可

透過外接的方式提取 / 備份或設定相關應用服務…等，直覺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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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PC 技術益處

QvPC 技術相關應用

￭ � 

￭ � 

￭ � 

提供雙介面服務 (Two-layers services)，除了透過網路進入 QNAP NAS 外，使 用者亦可透過外接 HDMI 顯示器和鍵盤滑鼠

的方式進入操作 NAS。尤其當網路設備發生意外狀況時，混合桌面工作站 (HybridDesk Station) 即可發生作用，讓使用者進

入到 NAS 中提取需要的資料或控制外接的擴充設備，例如：印表機、投影機。

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來管理連接在 NAS 上的裝置。例如：3D 印表機，利用 

QVM 虛擬機支援多種作業系統，除了無需擔心 NAS 無法

安裝印表機驅動程式外，亦可節省額外安裝一台實體電

腦的花費。又例如：投影機，透過 Hybrid Display 中的 

XBMC 或 Chrome 瀏覽器，即可播放 NAS 中的影片 / 相片

檔案或開啟 Signage Station 來播放廣告 / 促銷文案。

對於某些使用者而言，透過網路來設定與操作 NAS 或許有

些複雜。因此只 須將 HDMI 螢幕和鍵盤滑鼠接上 NAS 後，

即可依照螢幕所顯示的步驟逐步完成設定，猶如操作 PC 般

輕鬆簡單無負擔。

主動式安裝：破除 NAS 一定是被動式安裝的迷
思，全面進入 NAS 主動式安裝世界
購買 NAS 後，主要是利用光碟安裝韌體並搜尋到網域中的 NAS 或連線到 NAS 供應商的網站進行安裝。對於沒有相關網路

知識的使用者來說，這些安裝過程或許有些困難，甚至某些使用者進而選擇購買隨插即用的行動儲存裝置，例如：USB 隨

身碟或 USB 外接硬碟。但這些儲存裝置既無法透過網路直接存取，又需隨身攜帶，加上如果 USB 隨身碟遺失或硬碟壞軌，

檔案就再也回不來了。

Switch NAS

3D

Printer

NAS

HDMI

3D Printer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一般網路連線 NAS 方式

*

除了一般網路連線 NAS 方式外，亦可透過

本地接上顯示器、鍵盤滑鼠來直接使用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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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部網路或內部網路出現問題，但又急須讀取 
NAS 上的重要資料時怎麼辦？

NAS 顯然是儲存的最好選擇，利用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使用者只需將 QNAP 

NAS 接上 HDMI 顯示裝置、鍵盤與滑鼠，便可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安裝與設定 NAS，猶如操控 PC 一般，無須任何網路

知識基礎即可快速、安裝設定好 NAS。所有檔案皆可透過 RAID 資料保護，並可透過網路隨時存取。

由於 NAS 是完全透過網路存取的儲存裝置，一但遇到網路有問題時，例如：網路線、交換機壞掉時，就會造成極大的困擾。

尤其當有急需的時候，NAS 中的儲存資料就會變成看得到吃不到，只能乾著急。

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當網路發生事故而又急須存取資料的時候，只需準備

好隨身碟插入 QNAP NAS，選擇 “QTS 桌面管理＂ 的功能，即可存取需要的重要資料。只要將檔案拷貝至隨身碟，就可以

輕鬆渡過此一難關。

此外，傳統的機房維護中，平時並不需要親自到機器前面使用，許多伺服器在維護時才會使用外接式的螢幕來查看；在伺

服器虛擬化之後，所有的虛擬機都是運行在同一台實體機器上，直接到實體機器面前，只能維護實體機器本身，而無法維

護虛擬機上運行的伺服器。擁有 QvPC 技術後，當網路發生問題造成 QNAP NAS 上的虛擬伺服器無法存取時，只須接上顯

示器、鍵盤滑鼠，馬上就可以查看因網路異常而無法正常存取的虛擬伺服器。

NAS

?
NAS

HDMI

USB

隨身硬碟

NAS 被動式安裝：需透過安裝光碟或利用外部網頁

才能設定安裝。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較為複雜。

NAS 主動式安裝：接上顯示器、鍵盤滑鼠後，只需

照著螢幕所顯示的步驟即可快速完成安裝 NAS。

* 預計於 QTS 4.1.2 推出

由於 NAS 必須透過網路來存取，當

網路設備，例如：網路線或交換器

壞掉時，就無法存取 NAS 上的檔案

資料

即使網路不通，亦可透過 QvPC 技

術 來存取 NAS 上的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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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讓 NAS 也可運行 Android 作業系統! 更酷、更炫的
玩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議

具備 RAID 功能的虛擬機，讓檔案受到最完美的呵護

有時窩在電腦前面，想拿起 Android 手機玩遊戲卻覺得畫面太小？沒問題！把 Android 遊戲搬到大畫面上吧！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我們可以在 QNAP 虛擬機工作站上 (Virtualization Station) 運行 

Android 虛擬機，若搭配觸控螢幕使用，則馬上成為具有超大畫面的 Android 電腦。如此一來，Google Play Store 中數百

萬計的應用程式，立即就可以在虛擬機上來執行使用。

在 PC 發展的數十年歷史中，我們常常會見到使用者因為硬碟毀損，導致重要資料無法救回

的遺憾。現今不論是家庭還是企業，透過使用 NAS，利用 RAID 機制保存重要資料已經是目

前的趨勢。但在一般筆記型電腦或小型伺服器中，卻大多還是利用傳統的硬碟架構，一但遭

遇硬碟毀損的事件，往往造成極大的損失。

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將個人使用的作業系統

或是小型伺服器安裝在 QNAP 虛擬機工作站 (Virtualization Station) 上，在 RAID 功能下，不

但完美地保護重要資料，也同時保護了您的作業系統。另外，虛擬機無論是中毒、遭到惡意

軟體攻擊或遇到非預期當機時，都可以透過快照功能隨時還原成正常狀態。

尤其對於個人工作室來說，透過 QvPC 技術，將伺服器、檔案中心、文書電腦集合在一台具

備 RAID 功能的 NAS 上，一機多用，不但大大節省了經費支援，也得到更超值的資料保護。

NAS

VM 
Snapshot

RAID

QvPC 技術 相關應用 >

另外，當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儲存空間不

夠，想備份檔案卻又不曉得能夠存放在哪

裡、想移除 App 又覺得有點可惜時，便可

透過 QvPC 技術，將 Android 運行在虛擬

機中，透過既有的備份軟體，例如：App 

Backup & Restore 或 My Backup Pro， 即

可將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 App 與檔案備

份到 Android 虛擬機中，例如：LINE、

WeChat、通訊錄或對話紀錄與照片分享

等。從此公有雲上的檔案便可以儲存在私

有雲上，再也無須擔心某天網路上的應用

服務中斷時，取不到資料的困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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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在客廳看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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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兩個小朋友的家庭，如何運用 NAS 成為家
中另一台電腦？
不論在家中是使用 PC 或是筆記型電腦，QNAP NAS 可以完美地扮演家庭中的多媒體檔案娛樂中心，透過有線或無線

網路，在電視、PC、平板電腦或手機等裝置播放。同時，也可利用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直接讓 QNAP NAS 經由 HDMI 輸出到電視上進行多媒體播放。

然而，現在中小學生已經  漸漸開始需要接觸到電腦、利用電腦進行家庭作業。父母工作用的電腦，如果交給小朋友使用，

在一個不小心的情況下，可能會把電腦中的檔案刪除、或是移動，最後無法復原。亦或是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家庭成員們

搶著使用電腦。

QvPC 技術可以將 QNAP NAS 中的虛擬機畫面投放在電視或電腦螢幕上，只要接上鍵盤滑鼠，它就可變身成一部 PC，。家

中的學童可以利用虛擬機進行家庭作業。此外，虛擬機亦支援 USB 裝置連入，不管是 USB 隨身碟、讀卡機…等，都可輕

鬆將資料連結至虛擬機中來執行與管理。

由於使用的是虛擬機，家長們不需要擔心工作的檔案文件被不小心破壞，家中的每位成員也可以因為使用不同的虛擬機，

將自己的桌面與內容完全與他人分開來，彼此互不影響。另外，利用虛擬機支援快照功能，無論小朋友們如何破壞或刪除

電腦檔案，都可以輕易還原；利用虛擬機支援共用桌面，家長可透過網路連入虛擬機桌面觀看小朋友使用電腦的狀況，除

了可隨時關閉虛擬機外，也可隨時監控小朋友是否上網瀏覽不適合的網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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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多為 Linux 平台，在多功能事務機、掃描器或
是目前正火紅的 3D 印表機的支援度皆不佳
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化不可能為可能

由於多功能事務機、3D 印表機、掃描器廠商大多是針對 

Windows 來開發驅動程式及應用軟體。因此，基於 Linux 

開發的 NAS 上，一般都是透過開源軟體來支援。在支援

度上，並不如原廠來得完整，若不是只有支援最基本的

功能，要不然就是完全無法使用。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在 NAS 上便

可以透過，例如： Windows 虛擬機來支援安裝驅動程式

或應用軟體，提升 NAS 可用性。

相較於印表機是單方面的輸出，一般作業人員只要在列印

完成後走到印表機取回文件；掃描器可能需要作業人員一

頁一頁的放置原稿進行掃描。視掃描情況的不同，有時需

要人員不時操作應用程式，因此一般在使用掃描器的環境，

往往是將掃描器接在一台獨立的主機上。利用 QvPC 技術，

NAS 也可以擁有掃描專用的虛擬機。除此之外，使用者亦

可以透過插入 USB 隨身碟或其他支援 USB 的儲存裝置，

透過虛擬機讀取後直接將文件列印出來，無須透過其他電

腦送出列印需求。

QvPC 技術 相關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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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Surveillance Station (Local Display) 監控與儲
存合一，居家安全一把罩

眾所週知， NAS 可以搭配網路攝影機，搖身一變就成為專

業的網路監控系統。平常使用 QNAP Surveillance Station

時，可以利用手機、平板進行遠端監控，也可以透過電腦

進行即時監看。然而，要進行大畫面的即時監看，一定要

搭配另一台獨立電腦主機嗎？答案是：不用。透過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只需將 NAS 連接到電視，就可直接進行監看，節省額外的

電腦購置成本。

一般而言，在大樓保全的場合時，保全監視系統大致可以

區分為攝影機、監控主機、儲存系統、監看系統等四大部

份。在一般的情況下，社區大樓的中控管理室都會架設著

保全系統的監看螢幕，以方便中控管理室的值班保全人員

隨時監看，而監視系統的主機與儲存裝置，往往也就位在

於中控管理室保全人員的身邊，而不是放置在獨立的機房。

在這樣的情況下，透過 QvPC 技術，除了攝影機之外，只

要一台 QNAP NAS 就可以達成監控、儲存與監看三大部

份，一機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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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觸控式螢幕，物聯網現場管理與連結雲端的好幫手
一些早期工廠管理系統都是運行在較為老舊的作業系統，

例如：Windows XP。不管是作業系統廠商或者管理系統廠

商都已不再進行系統維護，但對於工廠管理系統而言，功

能仍然可以使用也毋需汰換，並且許多封存的檔案還需透

過原有的管理系統來開啟。如果想在新的作業系統上使用，

可能須重新開發管理系統，如此就得承擔新的開發成本與

過渡期間可能發生的運行風險。

透 過 QvPC 技 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舊有的工廠管理系統與封存的檔案便可移

到 QNAP NAS 上，利用虛擬機來運行無須重新開發新的

管理系統，接上觸控式螢幕來使用，便可以當作是一台觸

控 PC 在工廠端來使用，不僅檔案資料可直接儲存至 QNAP 

NAS，亦可管理工廠中的其他無線設備與外接的 USB 裝

置，例如：無線感應器、條碼掃描器、讀卡機…等，建立

一個工廠端的統一管理平台。儲存設備加上物聯網現場管

理來打造私有的雲端系統，除了無須擔心公有雲端系統突

然停止服務，亦可視狀況將相關物流資訊隨時更新至公有

的雲端系統。

適用於溫度劇變及險峻環境的 NAS: IS-400 Pro

IS-400 Pro 是多功能、堅固耐用的工業級 NAS 可於 -25° C ~ 50° C 嚴苛環境下，

提供高穩定及可靠的運作，極適合用於工廠、倉庫及運輸等作業環境。

QvPC 技術 相關應用 >

* 預計於 QTS 4.1.2 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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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PC 技術啟動 NAS 新視野

QNAP 除了打造先進的硬體儲存設備外，亦朝向軟體即服

務、軟體定義一切的方向致力於提供使用者最美好的使用

經驗及最超值的應用服務。不只是雲端網路上的應用服務，

本地 NAS 端也可提供更多的應用服務。

現在您只需立即前往 QTS 桌面，並點選 “控制台＂ 進入 

“應用服務＂，選擇 “HD Station (HybridDesk Station)＂ 

並點擊 “開始使用＂，即可自訂安裝利用 QvPC 技術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所發展

出來的各項應用程式，讓 QNAP NAS 不只是單純的儲存設

備，更可以是一台用軟體來定義的 PC ！

QNAP virtualized Pers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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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虛擬化技術的進步，像是提升硬體相容性或軟體支

援等，越來越多企業接受並使用虛擬化工作平台導入現

有的 IT 機房中，例如： VMware vSphere 5.5、Microsoft 

Hyper-V Server…等。在 “混合桌面操作工作站＂ 中使用

的 “虛擬機桌面 (QVM Desk)＂ 是利用 NAS 中的 “虛擬

機工作站 (Virtualization Station)＂ 所安裝的虛擬機，透過

外接顯示器、鍵盤和滑鼠來直接操控使用。“虛擬機工作

站 (Virtualization Station)＂是一種虛擬化平台，與 NAS 整

合不僅可享受 NAS 所提供的高效 I/O、資料安全與備份管

理功能外，透過虛擬機，更可減少實體伺服器配置、利用

深入淺出 - 解說 NAS 內建虛擬機

什麼是虛擬化技術 (Virtualization) ？
虛擬化技術是一種透過分割現有的硬體資源，例如：

CPU、記憶體和磁碟空間等，來運行多個作業環境，像是

安裝其他作業系統，或複製許多相同的作業系統環境。透

過虛擬化技術，可減少 IT 人員管理硬體設備的時間。對於

研發或測試人員，可以快速測試開發中的應用程式在不同

作業環境下的整合與效能。而對於一般使用者來說，更是

能以省錢省時的方式安裝不同的作業系統來使用不同的應

用程式。

由於目前硬體設備與過去相比，已具備相當程度的運算能

力，市面上許多軟體開發商提供各自的虛擬機工作平台，

例如： VMware Workstation 和 Oracle VirtualBox 等，讓

使用者可以安裝在 PC 上。透過這些工作平台，使用者可

自行設定虛擬機的硬體環境，並支援各種作業系統安裝。

網頁存取傳統視窗或文字模式的應用程式和彈性安裝多種

作業系統的應用…等，擴展 NAS 更多的應用與服務。相比

其他市面上的虛擬化工作平台，利用 QvPC 技術所打造的

虛擬機桌面 (QVM Desk)，除了透過網頁連線虛擬機桌面的

方式，也可直接從 HDMI 輸出來操作，不僅不用另一台 PC 

來連入，當虛擬機發生問題時，也可直接查看來解決問題。

除此之外，虛擬機工作站提供的共用桌面技術，允許使用

者在 NAS 上共用選定的虛擬機桌面環境，提升虛擬機使用

率。內建虛擬機讓 Turbo NAS 不再只是儲存設備，更是管

理與打造各式各樣虛擬機的創新應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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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工作平台 (Hypervisor)
虛擬化工作平台提供使用者可以在一台實體主機上建

置與管理多台虛擬機。現今主要的虛擬化工作平台 

(Hypervisor)，主要分成兩種：(1) 直接在主機上安裝 

(Type 1 - Bare metal) 和 (2) 在作業系統上安裝 (Type 

2 - Hosted)。Citrix XenServer、VMware ESX/ESXi 和 

Microsoft Hyper-V Server 屬 於 第 一 種， 而 VMware 

Workstation 和 Oracle VirtualBox 屬於第二種。由於企業

使用的伺服器硬體效能高，例如雙中央處理器與支援高

記憶體容量…等，在需要運行與管理大量虛擬機的需求

下，Type 1 虛擬平台較能滿足企業所需，其擁有較低的

硬體模擬效能損耗和較多的擴充應用功能，例如：高可

用性 (High Availability) 、容錯 (Fault-tolerance) 等。另

一方面，Type 2 虛擬平台適合在個人工作站使用，在已

有的作業系統上快速安裝並建置虛擬機，即可在 PC 中簡

單操控虛擬機，方便又好用。舉例來說，在 Mac 作業系

統中，即可用來安裝 Windows 虛擬機，使用者可以快速

的透過 Mac 來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的應用程式。

總體來說，雖然 Type 1 虛擬平台支援擴充功能較多，但適用的硬體規格與相關擴充功能的授權金相對於 Type 2 虛擬平台，

成本花費高出許多。因此對於個人或小型工作室所需的虛擬環境而言，Type 2 虛擬平台已可滿足需求。

TYPE 2 是將 
Hypervisor 先建立在

既有的作業系統上

  第一種虛擬平台 (Bare-metal) 
  - VMware ESXi  

  - Critrix XenServer 

  - Microsoft Hyper-V

第二種虛擬平台 (Hosted) 
  - Oracle VirtualBox 

  - QNAP Virtualization Station

適用硬體 大部分為伺服器等級 (雙處理器) 個人工作站、PC (單處理器)

硬體相容性支援 中等 高

虛擬機模擬效能 高 中等

支援虛擬機異地備份或
其他解決方案，例如：
高可用性、容錯…

有 無

功能擴充應用 多 (費用高昂) 少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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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駕馭 QNAP 虛擬機工作站
在不同的虛擬機上面可以安裝不同的作業系統，

例如：Windows、Linux、UNIX 和 Android 等。

在每個虛擬機上，可同時運行多個不同的應用程

式，讓使用者能夠廣泛運用不同的應用程式服務。

資料存放在 NAS 上，透過網頁瀏覽的方式使用虛

擬機，便能直接執行或讀取資料檔案。

NAS 擁有高速 I/O 與大量的儲存管理空間，利用

虛擬機來運行伺服器服務，例如：資料庫、顧客

關係管理系統…等，一方面可簡化 IT 硬體佈建，

另一方面又可統一管理所蒐集的海量資料。不僅

如此，內建虛擬機亦可同時運行資料挖掘服務 

(Data Mining) 或分析 NAS 蒐集的海量資料，除

了無須再下載檔案到其他運算平台，檔案不離開 

NAS 也可降低資料流落在外遭到截取的風險，達

到省時、省頻寬和資料安全保密。

虛擬機系統NAS APP

More..

Linux

Office

VM1 VM2 VM3 VM4

Storage Management

Security Management

Linux

  儲存空間管理

  資安管理

 核心

深入淺出 - NAS 內建虛擬機 >

虛擬機匯入匯出 (Virtual machines import/export)
各家虛擬化平台所使用的虛擬機格式各

有不同，QNAP 虛擬機工作站為方便既

有虛擬機的匯入，亦支援例如：*.ova、

*.ovf、*.vmdk… 等 格 式。 匯 出 虛 擬

機時，提供標準共用的 *.ovf 格式和 

QNAP 自行研發使用的 *.qvm 格式，除

了可遷移虛擬機至其他虛擬化平台外，

也可直接將 QNAP Turbo NAS 上的虛

擬機匯入到其他台 QNAP Turbo NAS，

讓 IT 管理者享有無比的彈性，並可在

多台機器之間自由配置虛擬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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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機專屬網路頻寬使用 (Dedicated Network for VMs) 

系統快照 (Snapshot) 高安全性備份還原最佳解決方案

QNAP NAS 提供多個網路連接埠，各個連接埠皆可搭配不同的應用服務來管理網路，達到高安全性佈局的分區應用管理。例

如：公有位址 (Public IP)、內網 (Intranet)、伺服器後端網路 (Server Backend Network) 和虛擬機網路 (VM Network) 等。除

此之外，兩個連接埠更可用來做彈性連結聚合 (Port Trunking- Link Aggregation)，提供更高效能的檔案傳輸外，亦能調節負

載平衡。

QNAP 虛擬機工作站提供系統快照功能 (snapshot)，能將虛擬機當下的系統狀態完

整記錄下來。系統快照功能允許在虛擬機出現問題時，快速將系統還原到快照時的

狀態。例如：當要下載或開啟來源不明的檔案時，即可先將虛擬機做快照，當中毒

或發生非預期當機時，便可快速回到快照時的正常狀態。另外，對於軟體開發而言，

可利用虛擬機來安裝多種不同的作業系統來驗證，快照亦可幫助開發者快速回復測

試環境，加快研發腳步。

QNAP 虛擬機系統快照運作原理是將正在運行的虛擬機生成一個快照 (Active 

image)，再與原始的虛擬機映像檔 (Original image) 想比較，將所有差異的部分紀錄

在該快照中，另外再將之前的原始虛擬機映像檔設置成唯讀的權限。因此，最後的

虛擬機映像檔將會包含做快照之前的原始虛擬機映像檔再加上後來差異化的部分。

Snapshot 1
2013/12/18  19:27

2013/12/19  10:45

2013/12/21  12:15

2013/12/30  22:40

Snapshot 2

Snapshot 3

Snapsho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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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權限設定 (Account Management)
QNAP 虛擬機工作站在多人使用的狀況下，如果每位使用者

都可以任意操作、觀看虛擬機桌面，虛擬機中的私人檔案或

商業機密將毫無隱私可言，並且整個 NAS 的資源可能因為運

行太多虛擬機而耗費甚鉅，進而導致其他 NAS 應用服務效率

不佳。另外，如果虛擬機正在運行重要的應用服務時，其他

使用者誤觸關機或暫停虛擬機將可能導致相當大的損失。

透過使用者權限設定 (Account Management)， NAS 管理員

可以創建使用者帳號，並分配適當的虛擬機和設定不同的權

限，例如：控制虛擬機電源 (Power)、快照 (Snapshot) 和進

階設定 (Advanced)，以及一般只能觀看虛擬機桌面的權限…

等。針對不同的使用者，管理者可以快速分配虛擬機，進行

有效的管理與虛擬機資源整合。

在分區應用管理的架構下，QNAP 內建虛擬機所使用的網路與 Turbo NAS 使用的網路是個別獨立。一方面 Turbo NAS 上的

應用服務不會因為虛擬機的使用造成頻寬減少，另一方面虛擬機也能擁有專屬的網路頻寬來運行一些需大量網路封包的伺

服器服務，此做法稱為 “虛擬機專屬網路＂。另外，根據實際所安裝的乙太網路卡數量，其他網路連接埠亦可被用來支援

新增多個虛擬機專屬網路，滿足多個虛擬機個各別使用獨立

的專屬網路。除此之外，QNAP 虛擬機工作站提供 “網路設

定功能 (Network Setting)＂ 來查看 Turbo NAS 上所有的網路

卡是否都有連上網路和顯示連線頻寬。預設閘道器 (Default 

Gateway) 為 Turbo NAS 本身所使用的網路卡，而其他網路

卡則提供給虛擬機使用。另外，網路流量分析圖則會顯示目

前各個專屬網路的網路流量。

htt
p://

www

Internet
彈性連結聚合 (Port Trunking- 
Link Aggregation)
兼顧高效能檔案傳輸與安全性 

路由器

交換器

Desktop PCs

802.11ac WiFi Router

虛擬機專屬網路 (VM Dedicated Network)

聚合乙太網路
(Aggregated Ethernet)

TS-853 Pro 4孔網路埠

Link Aggregation / 
Port Trunking

辦公室筆電 VDI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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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USB 裝置 (USB Passthrough)

NAS 內建虛擬機多元應用 創造無限商機

應用服務伺服器
利用 NAS 24 小時不間斷運作的特性與強大的儲存管理，內建虛擬機來運行相關的伺服器應用，例如：Microsoft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網站伺服器、Exchange 伺服器、AD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等和其他企業管理系統，如資源規劃

系統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直接將資料存進 NAS；同樣地，內建虛擬機亦可安裝資料庫來使用，進而運作

如資料挖掘、分析等。

QNAP 虛擬機工作站支援 USB 裝置連入各虛擬機中。一般常見的 USB 儲存裝置、讀卡機、USB Key…等，都可以透過接在 

QNAP NAS 上的 USB 連接埠後，並在虛擬機資訊頁面中選擇要將哪項 USB 裝置連入虛擬機。 

搭配 QVM 虛擬桌面來使用，猶如實際操作 PC 般的簡單方

便。在工廠管理中，一般常用的 USB 感應讀卡機、條碼

掃描器…等，亦可直接安裝在 NAS 上，透過 USB 裝置連

入虛擬機，即可將讀取、掃描的資料第一時間儲存在 NAS 

上，省卻資料在網路上所占用的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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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內建虛擬機多元應用 > 

虛擬桌面環境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

對於小型工作室或個人工作室，QNAP 虛擬機工作站可用來建構虛擬的桌面環境 (VDI)。多個使用者不論在辦公室中或是出

差在外，隨時可以透過網頁連結的方式，開啟獨立的桌面來使用，或是存取 NAS 上的資料。

Virtualization Station

VDI server
VDI client

VDI client

VDI client VDI client

QNAP 虛擬機工作平台採用 KVM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 架構，利用 “VirtIO＂ 平台來加速虛擬裝置的 I/O 速度，

例如：網路卡、硬碟 .. 等，因此即使是使用虛擬化硬體資源的方式來模擬虛擬機元件，也能達到較低的效能損耗，有效提

高應用伺服器的存取效率。除此之外，虛擬機也能使用 Samba 或 iSCSI Target 來充分運用 NAS 的分享檔案 夾與儲存空間，

兼且透過 NAS 的強大備份能力與防毒機制，來達到更好的資料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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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虛擬機市集
雲端系統日漸成熟加上虛擬化技術掀起的風潮，越來越多軟體開發商直接將自行研發的軟體打包成虛擬機的格式，稱為虛

擬機應用包 (Virtual Appliance)，提供給使用者直接下載後，匯入已建置好的虛擬化平台，無須花費時間安裝作業系統和調

整軟體相關組態。目前市面上已有多個線上虛擬機市集，例如：Bitnami、VMware Virtual Appliances Marketplaces…等。

使用者前往線上虛擬機市集後，即可快速找尋所需的應用程式服務，下載後即可匯入 QNAP 虛擬機工作站中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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