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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1.1 公司简介

厦门纳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注于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提供互联网基础解决方案和专业化信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纳网科技针对不同

类型的客户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信息化需求，提供了多种信息化产品，包括多

域种域名注册、400 电话、易备安数据云平台、网站建设、虚拟主机、企业邮局

以及在线客服等，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咨询和解决方案。

2015 年，纳网科技以保证企业业务连续性为首要目标， 融合其十余年的数据保

护实践，倾力打造数据灾备软件——易备安，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数据的连续保

护以及快速恢复。纳网科技以易备安为出发点，助力创业者和转型者进军互联网，

致力于成为互联网安全启航得力伙伴。

联系我们
厦门纳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45 号 201 单元

邮箱：ebeim@nawang.cn

电话：400-6000-110

网址：www.ebe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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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简介

易备安数据灾备云平台是厦门市纳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十余年数据保

护实践基础，通过 100 余名高级工程师历时三年精心研发而成的一款面向中小

型企业的数据保护软件。

易备安是基于文件系统的新一代企业数据保护软件。支持文件、网站、微信、

OA、电商平台、数据库、应用程序、服务器、云主机、虚机、云存储等数据的

实时备份与瞬间恢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数据备份及灾难恢复方式，全面整合了

数据备份、系统恢复、灾难恢复、本地及异地容灾等多项功能。无论用户的系统

发生任何意外（如：恶意的程序破坏、文件损毁、人为误删误改、操作系统宕机、

硬件故障，甚至整个机房毁于意外），都能保证企业数据不丢失。

1.3 系统配置要求

 Microsoft Windows

易备安客户端用于 Windows 2000(含 2000)以上的系统，部署在需要被备

份的服务器或 PC 上，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其系统配置要求如下：

项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Intel 双核 @ 2.50GHz Intel 双核 @ 3.00GHz 以上

硬盘 200G 1T

内存 4G 8G 以上

显示器 分辨率 1024*768 分辨率 1280*1024

网络带宽 512kbps 1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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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XP Windows 7

 Mac OS

易备安客户端适用于 OS X10.10.0 及其以上的 Mac 版本。

 Linux

适用于 CentOS6、CentOS7、RedHat6、RedHat7、Ubuntu-14.04.5 及

以上 64 位操作系统。

二、主要功能

2.1 软件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下载安装包，点击 Downloder.exe 按步骤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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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修改 IP 地址后，需要同步修改安装路径下的配置文件地址，如：

D:\Program Files (x86)\Ebeim\conf\config.properties，右键选择记事本打

开，将新的 IP 地址在下图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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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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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1.下载 Linux 版本安装包。

2.通过上传工具（如 FTP、XFTP 等...）将安装包上传到 Linux 服务器上。

3.解压 Linux 服务器上的安装包。

4.打开解压后安装包路径，启动易备安。

5.打 开 浏 览 器 ， 输 入 Linux 的 IP 地 址 +10001 端 口 号 （ 如 ：

192.168.1.79:10001），访问易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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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软件卸载

 Microsoft Windows

打开控制面板—程序—卸载程序，找到易备安，右击选择【卸载/更改】，

显示“确认卸载”对话框。点击【是】自动完成卸载。卸载后，所有的安装文件、

配置文件和快捷方式都将被删除。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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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用户可以直接删除安装包.

2.3 创建用户

打开浏览器，访问 http://vip.ebeim.com，输入企业管理员账号密码。

登录成功后，依次进入用户管理—用户列表，新增企业普通用户

点击【新增】弹出新增窗口，登录用户名可以使用手机或邮箱，密码必须是

6-15 位的数字字母组合。用户信息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创建企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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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户

点击【查看详情】可以对已创建成功的企业普通用户进行重置密码、启用/

禁用账号状态、追加空间操作。

2.4 初次登录

安装成功后，双击图标打开易备安软件，弹出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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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若是正式用户则判断是否插入安全 U 盾，

未插入则跳转到提示插入安全 U 盾页面，已插入则判断安全 U 盾是否正确；若

是试用用户则跳过这 2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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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正确的安全 U 盾后，判断设备是否绑定，未绑定则进入绑定设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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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注册设置】进行绑定，绑定成功后进入系统首页。

2.5 我的数据保险箱

我的数据保险箱为文件提供存储服务，实现文件随存随用。

在客户端主页面单击【数据保险箱】，打开数据保险箱的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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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数据

使用我的数据保险箱进行数据备份时，可以新建文件夹后导入文件或文件

夹，也可以直接导入文件或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后导入文件或文件夹：

在我的数据保险箱页面点击【新建文件夹】或选中空白右键【新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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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框中输入文件夹名称。

点击【确定】后，即可在我的保险箱列表页面看到新建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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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文件夹后点击【上传】，选择上传文件或文件夹，然后将文件上传到数据保险

箱中完成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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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传过程中，可以点击底部的历史上传记录查看上传进度。

恢复数据

在数据保险箱中，选中要下载的文件点击顶部【下载】或右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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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恢复过程中可以在历史下载记录里查看下载进度。

删除

在数据保险箱中，选中要删除的文件点击顶部【删除】或右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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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提示：“确认是否删除”点击确定则删除成功。删除成功的文件移

动至回收站，普通用户具备还原回收站的功能，只有企业管理员才允许清空回收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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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

在数据保险箱中，点击导航树的【回收站】。

进行回收站页面，选中要还原的文件点击顶部【还原】或右键还原。



19

2.6 文件夹同步

在客户端主页面单击【文件夹备份与恢复】，打开文件夹同步的主页面。

新增文件夹备份

在易备安文件夹同步列表中，点击【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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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备份的文件夹，设置运行策略和安全等级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

文件夹的新增。

文件夹新增成功，进入易备安文件夹同步列表，若开始备份时间小于当前系

统时间则当前状态依次显示准备中—扫描文件—正在备份，备份成功后，上次

备份时间显示具体上次备份时间与上次备份成功或备份失败。后期易备安将依据

用户设置的运行策略定时备份用户数据。

文件恢复

在文件夹同步中选择需要恢复的文件夹，点击【浏览】，进入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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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择要恢复的版本，如需对整个文件进行恢复，则选中【整个文件夹恢复】

按钮，如是单个文件进行恢复，则选中需要恢复的文件右侧【数据恢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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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数据库备份

在客户端主页面单击【数据库备份与恢复】，打开数据库备份的主页面。

新增数据库备份

在易备安数据库备份列表中，点击【新建数据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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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任务名称、连接数据库信息，点击【下一步】选择备份内容，点击【下

一步】设置运行策略和安全等级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数据库的新增。

数据库还原

在数据库备份列表中选择需要恢复的数据库，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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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恢复的版本，点击【整个数据库恢复】。

选择直接恢复到原始数据库或指定数据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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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系统设置

点击右上角下拉--系统设置进入页面可以对消息服务和锁屏进行相关设置。

2.9 系统更新

自动更新

当有开启系统更新消息提醒时，易备安有新版本系统会自动弹出更新提示，

点击【立即更新】，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完成软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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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检测更新

点击右上角下拉--检测更新，系统检测是否有新版本，有则弹出提示“是否

立即更新”，点击【是】根据操作提示完成软件更新。

三、常见问题

 如何备份数据？

如果不需要定时备份的，请选择数据保险箱，在数据保险箱界面中点击【上

传】，将数据导入数据保险箱即可完成数据备份；

如果需要定时备份的，请选择文件夹备份与恢复，在文件夹同步的界面中点

击【上传文件】，完成对相关信息的设置，即可以对数据进行定时备份。

如果需要定时备份数据库，请选择数据库备份与恢复，在数据库备份的界面

中点击【新增数据库备份】，完成对相关信息的设置，即可以对数据库进行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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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如何恢复数据？

如果数据保存在数据保险箱中，选择需要恢复的数据点击【下载】，然后选

择需要下载的版本和本地路径，点击【确定】即可。

如果数据保存在文件夹同步中，选择需要下载的数据点击【浏览】，如需整

个文件进行恢复，选中【整个文件夹下载】按钮，如果单个文件进行下载，则选

中需要下载的文件后方的【下载】按钮。然后选择需要下载的版本和下载的路径，

点击【确定】即可。

数据库恢复则选择需要恢复的数据库点击【浏览】，进入下个页面后点击【整

个数据库恢复】按钮，接着选择【原数据库】或【指定数据库】恢复即可。

 如何还原数据？

删除数据保险箱文件允许用户还原，进入数据保险箱点击【回收站】，进入

回收站页面，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右键【还原】。

 如何修改备份策略？

在文件夹同步中选择需要修改同步策略的文件夹，点击【设置】，然后根据

用户需要修改同步策略即可。

 如何停止自动备份？

在文件夹同步列表/数据库备份中找到需要停止自动备份的文件夹/数据库，

点击右侧的【禁用同步】，即可停止文件夹/数据库的自动同步，或选中文件夹/

数据库点击顶部【禁用同步】，即可停止文件夹/数据库的自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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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保险箱和文件夹同步的区别？

数据保险箱是类似云盘的云服务，文件夹同步为用户提供数据定时备份功

能。

 如何更新客户端？

①开启软件更新提醒，当有版本更新时，系统自动提示更新，点击【立即更

新】即可自动完成更新；②未开启软件更新提醒，可点击【检测更新】按钮，有

新版本时点击立即更新即可自动完成更新。

 上传到易备安的文件是否会丢失？

易备安具有完善的数据备份和容灾机制，用户保存在易备安中的数据都有多

重备份，不会因攻击、断电、软硬件故障造成数据丢失。

 账号无法登录如何解决？

在使用易备安过程中，如果出现账号无法登录的情况，可以给我们的客服反

馈（客服电话：400-6000-110），我们会尽快处理。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安全 U 盾？

以下几个情况需要用到安全 U 盾：①绑定设备需要将安全 U 盾插入 USB 口

中；②重置密码；③数据恢复与下载；④文件夹自动备份与数据库备份；⑤删除

与还原数据；⑥禁用与启用同步；⑦设置备份策略。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验证码？

以下几个情况需要用到短信验证码：①重置密码；②修改密码；③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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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策略设置是否需要）；

 如何查看剩余的存储容量？

在易备安客户端首页可以查看用户已用存储空间和剩余存储空间；

 我的服务什么时候到期？

在易备安客户端首页可以查看服务到期时间；

 我要怎么看文件夹的计划备份时间？

进入文件夹自动备份列表，数据源当前状态中可查看下次计划备份时间。

 收不到验证码怎么办？

如果收不到验证码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000-110，客服人员将第一时

间为您解决问题；

 如何申请开通易备安账号？

您可以通过拨打 400-6000-110 或在官网 http://new.ebeim.com/在线申

请等方式申请开通易备安账号。申请后我们会有专人为您提供相关服务。

 申请开通易备安账号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在申请开通账号时需要客户提供相关企业信息，具体要求情况您可以向您的

营销顾问咨询或拨打 400-6000-110。

 开通易备安账号需要什么流程？

开通易备安账号，首先需要您签订合同并且缴纳服务费用，后期会有相关人

员帮您开户并邮寄安全 U 盾和合同，拿到安全 U 盾后您就可以使用易备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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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开通后就能马上使用备份吗？

在申请易备安账户后，您只需完成上线流程，就能正常上线。

上线流程包括：

提供企业相关信息；

支付服务费用；

我们在收到款项后，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处理您的申请，为您开通易备安账号

并邮寄安全 U 盾。

 开通账号后，我将如何使用易备安？

首先，到易备安官网：http://www.ebeim.com 下载客户端，下载后完成客

户端安装；然后将易备安安全 U 盾（开户成功后，客服人员将安全 U 盾邮寄给

客户）插入计算机的 USB 口中；

四、服务支持

技术支持

易备安通过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为您提供 7*24 小时的电话、邮件支持以及

5*8 小时的远程支持，可以第一时间为客户分析、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时时了

解易备安的技术发展水平及相关版本升级情况。按照客户的不同需求，易备安可

以提供远程和现场的定期巡检服务，查看存储空间，网络流量，运行状态等等，

从而尽早排除潜在的故障隐患，确保您的企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佳效果。

培训服务

易备安为用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全系列产品技术培训，内容涵盖基础架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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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系统管理、解决方案原理、产品安装与实施、问题诊断、性能优化以及最佳

实践等。旨在提高相关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够了，能够胜任易备安产品的安装配置，

以及日常维护和紧急情况下的处理能力，维护灾备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在异常情

况下进行数据的紧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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