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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首先，感謝您購買威聯通公司產品。此使用手冊將會介紹如何使用本產品，請依循手冊指示開始享用

NetBak Replicator 軟體。 

 

法律聲明 

本公司保留變更產品規格的權利，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本文件中的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威聯通、QNAP 及其商標為威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其他在本文提及的商標、註冊商標、商

品名稱均為其相關持有人所有。另外，本文將省略®或™符號。 

 

有限保證責任 

威聯通保證所有出廠的產品皆通過嚴格而完整的測試，在一般的使用情況下，都可以正常地運作。在保

固期限內及正常使用的狀況下，如果發生系統故障，威聯通將負責修護。除此之外，威聯通不保證負責

所有因為本產品而造成的資料遺失、毀損、或營業上及執行業務的損失。在任何情況下，威聯通所負擔

的賠償責任，不超過本產品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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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 NetBak Replicator 備份軟體 

 

2.1 系統需求 

 

 Pentium III 或以上 

 Windows 7、Vista、XP(SP2)、Windows Server 2003(SP1)或 Windows Server 2008 

 128 MB RAM 或以上 

 

2.2 安裝軟體 

 

請依照以下步驟說明安裝 NetBak Replicator： 

1. 您可以選擇從產品光碟片或從以下網址下載 NetBak Replicator 軟體進行安裝作業 

http://www.qnap.com 

 

2. 選擇安裝語言，按[確定]繼續。 

 

 

3. 當 NetBak Replicator 安裝精靈出現時，請按[下一步]。 

http://www.qn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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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詳細閱讀使用條款，點選接受條款並繼續進行安裝。 

 

 

5. 選擇要安裝的 NetBak Replicator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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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安裝路徑並按[安裝]。 

注意：NetBak Replicator 必須安裝於您的電腦內的本機磁碟。 

 

 

7. 安裝完成後，按[下一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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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裝完成後，選擇立即重啟電腦或稍後自行重啟電腦，按[完成]結束安裝。 

 

 

注意：如非第一次安裝 NetBak Replicator，安裝完成後，請重新啟動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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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NetBak Replicator 的強大功能 

NetBak Replicator 提供[簡易]與[進階]兩種模式供使用者備份及還原資料。[簡易模式]包含[立即備份]及

[立即還原]。[進階模式]則提供[自動備份]及[排程備份]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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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立即備份 立即備份資料到目的地。 

 

立即還原 立即還原資料到目的地。 

 

進階模式 
NetBak Replicator 進階模式，相關功能有自動備份、排程備

份及 NetBak Replicator 系統設定選項等。 

 

選項 

選項控制板有包括事件管理，檔案過濾器，進階設定，快速鍵

設定*，加密磁碟管理*，和初始化外接裝置等功能*。 

 

進階設定功能中又包括配置開機設定，開啟中檔案備份設定以

及電子郵件提醒。 

 

*相關功能必須搭配 QNAP Qback-25S 或 QNAP 

Qback-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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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立即備份 

 

使用立即備份，請按 （立即備份）。 

 

備份來源： 

NetBak Replicator 支援備份您的電腦內所有磁碟、Outlook*、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我

的文件、桌面、我的最愛及字型等資料。請選擇要備份的檔案或資料夾，然後按[下一步]。 

 

*NetBak Replicator 可備份您的電腦內所有磁碟機或任何網路磁碟中，所有微軟 Outlook 內使用中的個

人資料夾（pst 檔案）。 

 

備份目的地 

選擇 NetBak Replicator 的備份目的地，已使用及可用的資料空間將會顯示，按[開始]立即備份。 

 

 

a. 本機磁碟 

使用本機磁碟或外接裝置為備份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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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網路位置 

 

 

功能 描述 

網路上 NAS 系統名稱 
顯示網路上已搜尋到的 NAS 系統清單，點選目標 NAS 系統名稱，進而檢

視其資料夾。 

NAS IP 填入已知的 NAS IP，然後按[顯示資料夾]檢視其資料夾。 

WebDAV 位址 

輸入目的地 WebDAV 資料夾位址，然後按[確認]。請確定您擁有資料夾的

存取權限，按[確認]後將出現對話視窗，讓您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您亦

可以按[進階]按鈕設定 proxy 服務。 

FTP 位址 填入已知的 FTP 位址，按[確認]。 

顯示資料夾 按[顯示資料夾]檢視該設備的資料夾。 

重新整理 重新搜尋 NA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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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位址 

填入已知的網址設定為其目的地。

 

 

按[開始]進行備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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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備份作業進行時，將會顯示其備份作業進度。

 

 

功能 描述 

當備份完成後，關閉此電

腦 
當勾選這功能時，備份作業完成後電腦將會自動關閉。 

當備份有錯誤產生時 

當備份有錯誤產生時可以選擇以下方式進行： 

1. 顯示錯誤訊息，並詢問是否繼續 

2. 忽略錯誤且繼續備份作業 

3. 停止動作 

詳細資訊 檢視詳細的備份狀態。 

暫停 暫停備份作業。 

完成 按[完成]離開該視窗。 

 

當備份作業完成後，將顯示備份作業的總結。按[完成]離開該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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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立即還原 

 

1. 使用立即還原，請按  （立即還原）。 

2. 選擇資料來源、還原資料的使用者與電腦名稱及還原檔案，然後按[下一步]。 

 

 

3. 選擇還原路徑並指定當還原時遇到相同檔名但內容不同時的處理方式，按[開始]立即還原。 

 

 

4. 還原完畢時，會顯示資訊摘要。按[確定]繼續。 

 

5. 還原資料後，可按[詳細]檢視還原資訊或請按[完成]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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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進階模式 

 

NetBak Replicator 進階模式提供的功能，如立即備份、立即還原、自動備份、排程備份及系統設定。

要使用進階模式，執行 NetBak Replicator，然後按 （進階模式）。 

 

 

 

功能 描述 

自動備份 
一旦啟用此功能，系統將自動備份所選擇的檔案或資料夾及其變更內容到

目的地。 

排程備份 設定排程備份清單。 

立即備份 立即備份資料到目的地。 

立即還原 立即還原資料到目的地。 

選項 系統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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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自動備份 

 

NetBak Replicator 軟體的自動備份功能可自動備份您的電腦磁碟、我的文件、桌面及我的最愛中的資

料至 QBack 裝置。當來源位置有新增、異動及移除檔案，軟體便會立即將變更備份至目的地。完成第一

次設定後，只需連接 NetBak Replicator 裝置至電腦，NetBak Replicator 軟體便會備份檔案，節省設定

備份的額外時間。 

 

 

來源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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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來源 選擇來源的檔案或資料夾。 

目的地 指定備份目的地。 

刪除 
移動滑鼠至事件紀錄上，將會顯示記錄內容。如要刪除該筆記錄，

可點選該記錄錄後，按[刪除]。 

選項 

按[選項]選擇顯示事件的方式： 

 顯示所有事件 

 只顯示錯誤或警告事件 

另存新檔 將事件記錄儲存到新的位置。 

啟動/關閉自動備份 
按[啟動]開始自動備份作業。 

按[關閉]停止自動備份作業。 

簡易模式 前往簡易模式。 

檢視事件 檢視已儲存的備份紀錄。 

關閉 關閉 NetBak Replicator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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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排程備份 

 

NetBak Replicator 支援排程備份，可設定依喜好備份電腦的檔案及資料夾至 QBack 裝置。

 

來源 

目的地 

頻率設定 

排程備份清單 

 開始時間與頻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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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來源 選擇來源的檔案或資料夾。 

目的地 指定備份目的地。 

開始時間與頻率設定 

指定備份開始時間。按[頻率設定]指定作業的頻率。 

勾選[重複排程日期]並指定重複作業的日期與頻率。如取消勾選備

份作業將只執行一次。 

 

排程備份清單 只允許設定最多 16 個排程作業。 

新增 當設定作業完成選擇後，按[新增]將排程新增到清單裡。 

移除 點選該筆排程清單後，按[移除]以刪除該筆排程。 

儲存 
點選該筆排程清單，異動作業設定後按[儲存]，該筆排程將以新的

設定進行作業。 

系統紀錄 檢視備份紀錄。 

開始排程備份/停止 
按[開始]啟動該筆排程。 

按[停止]停用該筆排程。 

簡易模式 前往簡易模式。 

檢視事件 檢視已儲存的備份記錄。 

關閉 關閉 NetBak Replicator 視窗。 

 

 

3.3.3 立即備份 

在進階模式中使用立即備份，請點選[立即備份]的標籤。這功能與簡易模式的[立即備份]相同，詳情請參

考第 3.1 節。 

 

3.3.4 立即還原 

在進階模式中使用立即還原，請點選[立即還原]的標籤。這功能與簡易模式的[立即還原]相同，詳情請參

考第 3.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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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選項 

 

要設定軟體進階功能，您可以在簡易模式點選[選項]，或在進階模式點選[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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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事件管理 
此頁面記錄 NetBak Replicator 的所有事件記錄，您可以檢視、儲存及刪除事件

記錄。 

 

檔案過濾器設定 

檔案過濾器讓您設定備份或還原資料時要略過的檔案類型。點選圖示進行設定。 

要在備份或還原資料時略過指定的檔案種類，請輸入檔案類型，然後按 。例如

要過濾所有檔名的文字檔，請輸入*.txt。要過濾所有類型的暫存檔，請輸入~*.*。

要移除現有的略過檔案類型，可在清單上選擇檔案類型，按 ，然後按[確定]。 

 

進階設定 

進階設定包括開機設定，開啟中檔案備份設定，和電子郵件提醒 

 

開機設定 

使用者可以啟動或關閉 NetBak Replicator 的開機自動啟發功能 

 

 

開啟中檔案備份設定 

NetBak Replicator 支援備份使用中的檔案及 Microsoft VSS-aware 應用程式的

檔案。 

此功能預設是啟動並只支援排程備份和立即備份。 

 

啟動 VSS：支援備份開啟中檔案。 

啟動 VSS Writer（支援應用程式資料一致性）：備份 VSS-aware 應用程式的資料

（如 MS-SQL）以保障資料的一致性。 

 

勾選[排程備份作業時不顯示 VSS (列入/排除)檔案備份狀態的視窗]：備份作業進

行時，不顯示有關 VSS 檔案的備份狀態的視窗。 

 

電子郵件提醒 

使用者可以針對排程備份或立即備份啟動或關閉電子郵件提醒功能。使用者必須

設定 SMTP 伺服器的 IP 或網域位址。使用者也可以啟動 SMTP 的認證功能及

SSL/TLS 加密功能。使用者可以設定最多兩個收取提醒的郵件位址。 

 

快速鍵設定 

NetBak Replicator 裝置提供快速備份鍵，要設定快速鍵，請點選軟體上的圖示進

行設定。選擇按快速鍵後要執行的動作，然後按[確定]。當按下快速鍵時，NetBak 

Replicator 軟體會根據您的設定進行手動備份。要關閉快速鍵功能，請選擇[不執

行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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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磁碟管理 

您可以在此更改密碼、開啟或關閉加密磁碟。 

 

變更密碼：選擇外接裝置的加密磁碟，並輸入新舊密碼。請於清單上選擇安全

問題或填寫密碼提示。 

 選擇加密磁碟代號，輸入舊密碼及新密碼，然後從清單上選擇密碼提示，或直

接輸入密碼提示，以便遺忘密碼時，作提醒之用。 

 如勾選了[記憶加密磁碟的密碼]，但日後要取消此選項，可更改密碼並取消[記

憶加密磁碟的密碼]選項，然後重新啟動 NetBak Replicator 即可。 

 

開啟加密磁碟：要掛載加密磁碟至您的電腦，點選圖示進行設定。 

 選擇外接裝置的加密磁碟並輸入密碼，按[確定]。 

 如不慎忘記密碼，按密碼提示查看提示問題及答案，幫助您記起密碼。 

 掛載加密磁碟後，您可以看到公用及加密磁碟。 

 

關閉加密磁碟：要關閉加密磁碟，點選圖示進行設定。選擇要關閉的加密磁碟，

然後按[確定]。 

 

初始化外接裝置 

請依照以下說明執行使用 NetBak Replicator 初始化外接裝置。 

注意：NetBak Replicator 只支援將外接裝置格式化為 NTFS 檔案系統。初始化裝

置會清除所有硬碟資料。 

1. 要初始化外接裝置，請確定裝置已正確連接至您的電腦，執行 NetBak 

Replicator 並點選[進階模式]。 

2. 在系統設定頁面按 。 

3. 選擇外接裝置的磁碟代號，按[下一步]。 

4. NetBak Replicator 支援公用及加密磁碟設定，請輸入加密磁碟的空間或使

用調整滑桿設定公用及加密磁碟空間大小，然後按[下一步]。 

5. 輸入加密磁碟專用的密碼，密碼的長度為 8-64 個字元，密碼只支援英文字

母及數字。輸入密碼後，請從清單上選擇密碼提示，或直接輸入您的提示內

容。按[下一步]。 

6. 檢查磁碟設定，確認後請按[下一步]初始化硬碟。另外，可以勾選[記憶加密

磁碟的密碼」，當連接外接裝置至電腦時，將自動開啟加密磁碟，並啟動您

所設定的自動和排程備份。 

7. 按[確定]開始初始化硬碟。請耐心等候硬碟初始化，完成後請按[完成]。初始

化完成後，公用及加密磁碟會自動掛載至您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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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列圖示管理 

當啟用 NetBak Replicator 時，圖示  會出現於系統列，您可以選擇開啟 NetBak Replicator、立即

備份、立即還原、專家模式、管理加密磁碟或離開。 

 

 

3.6 關閉 NetBak Replicator 

要關閉 NetBak Replicator，請用滑鼠右鍵點選系統列圖示 並選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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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支援 

威聯通提供貼心的線上支援及即時通客戶服務，聯絡方式如下： 

線上支援：www.qnap.com 

E-mail: q_support@qnap.com 

MSN: q.support@hotmail.com 

SKYPE: qnapskype 

 

 

http://www.qnap.com/
mailto:q_support@qna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