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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注意事項
本文件包含內嵌說明系統與文件 (以下稱為「文件」) 僅供您參考之用，且 Arcserve本文件是 Arcserve
的專屬資訊，未經 Arcserve 事先書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對本「文件」之任何部份或全部內容進行影

印、傳閱、再製、公開、修改或複製。

若您為「文件」中所列軟體產品之授權使用者，則可列印或提供合理份數之「文件」複本，供您以及

您的員工內部用於與該軟體相關之用途，但每份再製複本均須附上所有 Arcserve 的版權聲明與說

明。

列印或提供「文件」複本之權利僅限於軟體的相關授權有效期間。如果該授權因任何原因而終止，

使用者有責任向 Arcserve 以書面證明該「文件」的所有複本與部份複本均已經交還 Arcserve 或銷

毀。

在相關法律許可的情況下，ARCSERVE 係依「依原有形式」提供本文件且不做任何形式之保證，其包

括但不限於任何針對特定目的或非危害性的適售性及適用性或不侵權的暗示保證。於任何情況

下，ARCSERVE 對於一般使用者或任何第三方由於使用本文件而引起的直接、間接損失或傷害，包

括但不限於利益損失、業務中斷、自由行使權或資料遺失，即使 ARCSERVE 已被明確告知此類損害

或損失的可能性，CA 均毋須負責。

本文件中所提及任何軟體產品的使用會受到適用授權合約的限制，且此類授權合約不會因本聲明

之條款而以任何形式修改。

此文件的製造商為 Arcserve。

此系統係以「有限權利」提供。美國政府在使用、複製或揭露此系統時，均須遵守 FAR Sections
12.212、52.227-14與 52.227-19(c)(1) - (2) 暨 DFARS Section 252.227-7014(b)(3) 或其後續條款 (如其適用)
中所制定之限制。

© 2019 Arcserve，包含其附屬公司以及子公司。All rights reserved. 任何第三方商標或著作權皆為其

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請洽 Arcserve 支援

Arcserve 支援 團隊提供豐富的資源，可解決您在技術上遇到的問題，並

讓您輕鬆存取重要產品資訊。

連絡支援

使用 Arcserve 支援：

您就能直接存取由我們的 Arcserve 支援 專家分享給內部使用的相同

資訊程式庫。此網站可讓您存取我們的知識庫 (KB) 文件。在這裡，

您可以輕易地搜尋及尋找產品相關的知識庫文章，內容包括許多主

要議題和常見問題的實際測試解決方案。

您可以透過我們的 [即時聊天 ] 連結，立即啟動您與 Arcserve 支援 團

隊的即時對話。有了 [即時聊天 ]，您的顧慮和問題可以即刻獲得答

覆，同時還能繼續存取該產品。

您可以加入「Arcserve 全球使用者社群」來詢問與答覆問題、分享秘

訣與技巧、討論最佳做法，以及加入同儕之間的對話。

您可以開立支援票證。透過線上開立支援票證，我們其中一位與您

查詢產品相關領域的專家會回電給您。

您可以存取其他適用於 Arcserve 產品的有用資源。

http://www.arcserve.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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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1: 使用 Arcserve 授權文件

歡迎使用 Arcserve 產品授權使用者指南。本指南說明如何將授權套用至

Arcserve 產品。文件也會指導如何使用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從同一

個位置管理多個 Arcserve 產品的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關於 Arcserve 授權使用者指南 8

Arcserve 產品參考 9

語言支援 10

章節 1:使用 Arcserve 授權文件 7



關於 Arcserve 授權使用者指南

關於 Arcserve 授權使用者指南

《Arcserve 授權使用者指南》有助於完成 Arcserve 產品的授權啟動。本指

南說明購買產品之後，完成啟動程序的相關程序。

這份文件的主要章節如下：

第 2章概述金鑰「功能」和「瞭解 Arcserve 產品授權啟動」的相關「特

性和功能」。

第 3章說明如何啟動、管理及停用 Arcserve UDP Archiving 的授權。

第 4章說明如何啟動、管理及停用 Arcserve UDP的授權。

第 5章說明如何啟動、管理及停用 Arcserve Backup的授權。

第 6章說明如何啟動獨立代理程式的授權。

第 7章說明如何在試用模式下使用 Arcserve 產品。

第 8章提供使用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來管理授權的逐步指示。

第 9章透過常見問題集 (FAQ) 來提供解答。

第 10章提供所列出問題的疑難排解步驟。

8 Arcserve 授權指南



Arcserve 產品參考

Arcserve 產品參考

本文件參考下列 Arcserve 產品：

Arcserve® Backup

Arcserve® Unified Data Protection

Arcserve® Unified Data Protection Archiving

章節 1:使用 Arcserve 授權文件 9



語言支援

語言支援

翻譯產品 (有時稱為本土化產品 ) 包括產品使用者介面、線上說明和其

他文件的當地語言支援，以及日期、時間、貨幣和數字格式的當地語言

預設設定。

除了英文版外，這個發行版本還將翻譯 /當地語系化為下列語言：

語言 HTML PDF
簡體中文 連結 連結

繁體中文 連結 連結

法文 連結 連結

德文 連結 連結

義大利文 連結 連結

日文 連結 連結

韓文 連結 連結

葡萄牙文 連結 連結

西班牙文 連結 連結

10 Arcserve 授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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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umentation.arcserve.com/Arcserve Licensing/Available/ESP/HTML/Default.htm
http://documentation.arcserve.com/Arcserve Licensing/Available/ESP/PDF/Arcserve_Licensing_Guide.pdf


章節 2: 瞭解 Arcserve 產品授權啟動

使用名為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 的入口網站，Arcserve 可讓您啟動並

管理多個 Arcserve 產品的授權。產品授權程序可讓您直接從產品主控台

啟動新的授權，並使用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來管理授權的使用量。即

使在離線模式下也可使用授權程序。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重要功能 12

特性及功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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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功能

重要功能

Arcserve 產品啟動的重要功能如下所示︰

您可以使用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來啟動 Arcserve 產品。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會列印在同一授權程式憑證上，在這裡

您已有先前版本的授權金鑰。

您可以使用同一個電子郵件地址，來管理多個 Arcserve 產品啟動。

電子郵件地址是用來接收確認和啟動連結，以及管理 Arcserve 授權

入口網站 上的授權。

附註︰如有必要，您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可以不同於用來購買的電

子郵件地址。

您可以使用相同的授權憑證詳細資料，來啟動多個安裝在不同位置

的 Arcserve 產品。

此特性可協您在不同系統上自動共用正確的 Fulfillment Number。

如果 Arcserve 產品伺服器沒有網際網路存取，則會自動提供產品啟

動的離線模式。

針對特殊案例，會傳送通知到 Arcserve UDP主控台。例如，沒有啟

動、使用量接近授權的容量、到期。

章節 2:瞭解 Arcserve 產品授權啟動 12



特性及功能

特性及功能

Arcserve 產品版本、特性、功能與部署的選項如下所示︰

特性及功能
工作

站
標準 進階 Premium

Premium
Plus

裝

置

雲

端

標準特性：統

一的管理主

控台、適用

於

Windows/Linux
的映像式備

份、BMR、全
域刪除重

複、WAN最

佳化複製、

適用於

vSphere 與

Hyper-V的無

代理程式備

份

Exchange 與

SQL 支援 (應
用程式感知

備份和復原 )

限 SQL
Express

不適用

基本磁帶備

份 (將 UDP復

原點移轉到

磁帶，並支

援單一磁帶

機 )

不

適

用

完整磁帶備

份 (多個磁帶

機媒體櫃，

並支援

NDMP、CIFS
備份與廣泛

平台 )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選

用

不

適

用

即時 VM 復

原

不適

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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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功能

適用於

NetApp
(v6.0)、HPE
3PAR 和

NIMBLE (v6.5
新增功能 ) 的
硬體快照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選

用

不

適

用

以角色為基

礎的管理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選

用

不

適

用

高可用性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選

用

不

適

用

從 UNC路徑

(CIFS) 備份

(v6.5新增功

能 )

不適

用

不

適

用

適用於

Vmware 的自

動 VM 保護

(v6.5新增功

能 )

不適

用
不適用

Virtual
Standby 與即

時 VM 至

Amazon EC2
(v6.5新增功

能 )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

適

用

支援 Oracle
Linux UEK
(Unbreakable
Enterprise
Kernel，v6.5
新增功能 )

不適

用
不適用

適用於 SLA
報告的

Assured
Recovery (v6.5
新增功能 )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選

用

不

適

用

適用於

Hyper-V的自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

適

不

適

章節 2:瞭解 Arcserve 產品授權啟動 14



特性及功能

動 VM 保護

(第 6.5版更

新 2新增功

能 )

用 用

Nutanix AHV
的無代理程

式備份 (7.0
版中的新功

能 )

不適

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針對 Office 365備份 - Exchange Online (6.5)、SharePoint Online (6.5更

新 4) 及 OneDrive (7.0版中的新功能 )，使用者授權與受管理的容量授權

相容。

15 Arcserve 授權指南



章節 3: 使用 Arcserve UDP Archiving的 Arcserve 授

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17

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22

如何管理授權 30

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封存授權 36

章節 3:使用 Arcserve UDP Archiving的 Arcserve 授權 16



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您可以使用 UDP Archiving，直接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啟動產品授權只

有高級管理層可以啟動 UDP Archiving 的授權。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的右上角，按一下 [超級管理員 ] 圖示。

即會顯示多個選項。

2. 從選項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即會顯示 [啟動和授權 ] 頁面。顯示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的詳細資

料。

3. 從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17 Arcserve 授權指南



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購買產品後，您會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購買產品後，您會收到產品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您也可以選擇性地選取核取方塊，來參與 [產品改進計

劃 ]。

重要！直到您選取 [ Arcserve我同意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

器的特定資料 ]選項後，產品授權/啟動才會執行。

4. 按一下 [啟動 ]。

附註：在必要的欄位 (例如電子郵件地址、訂單 ID 和履行編號 ) 中
輸入詳細資料後，會啟用 [啟動 ] 按鈕。

如果提供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正確，則會出現 [通知 ] 對
話方塊。

5. 請在 [通知 ] 對話方塊按一下 [關閉 ]。

Arcserve 會傳送確認電子郵件，協助完成註冊和授權啟動程序。

6. 在所提供用以啟動的電子郵件地址中，開啟 Arcserve 寄出的註冊

電子郵件，並執行下列步驟：

章節 3:使用 Arcserve UDP Archiving的 Arcserve 授權 18



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a. 從註冊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如果您先前已執行 Arcserve UDP Archiving 的任何授權啟動 (現
有的使用者 )，則請瀏覽至以下所述的步驟 c。

Arcserve UDP Archiving 的新使用者請注意！當您從收到的電

子郵件 (其將所有授權數量指派給用來啟動的伺服器 ) 按一

下 [ 啟動 ] 選項時，授權啟動便順利完成。不過，如果您選取

啟動電子郵件中提供的 [將授權進階配置到多部伺服器 ] 選
項，則適用如下所述的步驟。

系統即會將您引導至 Arcserve 註冊頁面，這裡會出現 [建立密

碼 ] 對話方塊，其中已輸入您的電子郵件。

附註：若要完成啟動，請使用連結建立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的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請輸入密碼，並建立授權集區。

b.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所需的密碼，以建立您針對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的設定檔，然後按一下 [儲存 ]。

[建立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c. 從 [建立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授權集區名稱 ] 是指您的授權集區的名稱。

單位：指的是用於產品的單位類型。

新集區數量：指的是您要啟動的數量。

附註：授權的數量依信箱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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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每個信箱：是指以供封存的信箱數目。

d. 按一下 [儲存 ] 以完成授權啟動程序。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登入頁面隨即開啟。當需要管理您的

Arcserve 產品授權時，請登入。

完成啟動後，回到 UDP Archiving 主控台。

7. 從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檢查啟動的狀態。

這封訊息確認啟動您的授權，需要時您也可以更新電子郵件地

址。

8. 若要直接從主控台中管理您的授權，請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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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9. 按一下 [重新整理授權 ] 以檢視啟動的授權。

使用 [開啟 Arcserve 入口網站 ] 以便直接管理所有的授權。

如需檢視步驟的教學視訊，請按一下如何線上啟動 Archiving License 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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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即使您不在線上，也可以啟動 UDP Archiving 授權。如果您的 Arcserve 產

品無法存取網際網路，則系統會將您自動重新導向至離線啟動。

請在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下，按一下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中的 [啟
動 ]，UDP Archiving 主控台將隨即執行離線啟動。UDP Archiving 會偵測是

否需要離線啟動方法，並協助您完成離線啟動。

重要！若要在原有的機器上上完成離線啟動程序，請確認您有另一部

可存取網際網路的機器。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的右上角，按一下 [超級管理員 ] 圖示。

即會顯示多個選項。

2. 從選項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即會顯示 [啟動和授權 ] 頁面。顯示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的詳細資

料。

3. 從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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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購買產品後，您會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購買產品後，您會收到產品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您也可以選擇性地選取核取方塊，來參與 [產品改進計

劃 ]。

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

器的特定資料 ] 選項後，產品授權 /啟動才會執行。

4. 按一下 [啟動 ]。

[啟動和授權 ] 視窗隨即開啟。

5. 從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中，按一下 [儲存 ]。

重要！為完成離線啟動程序，您必須遵循下面螢幕中所述的步

驟。

activation.arc 檔案儲存在下列位置：

/var/fas/www/Offline

6. 在線上機器中執行下列步驟︰

a. 將 activation.arc 檔案複製到具有網際網路存取的機器，並在

相同機器上開啟下列 URL：

附註：為方便起見，我們建議使用 UDP_admin認證並使用安

全的複本 (scp) 工具來複製 activation.arc 檔案。

https://www.arcserve-register.com/AERPEndUserPortal/index.html#/

此時會開啟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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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b. 從 [登入 ] 頁面上，按一下 [在離線模式中啟動/停用 ]。

離線啟動頁面隨即開啟。

c. 現在，請將已儲存的 activation.arc 檔案拖放至 [離線啟動 ] 頁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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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d. 按一下 [上傳 ]。

下列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您的產品啟動已接近完成。請遵照傳送至以下電子郵件地址

中的連結，以完成您的產品啟動。

e. 開啟您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進行啟動。

您可以檢視 Arcserve 註冊電子郵件。

f. 從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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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Arcserve 註冊頁面隨即開啟。您可以看到 [建立密碼 ] 對話方

塊，且您的電子郵件已輸入。

附註︰若要完成啟動，您需要從這個連結中建立 Arcserve 授

權入口網站的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您需要輸入密碼，

並建立授權集區。

g.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您想要的密碼，然後按一下

[儲存 ]。

[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

h. 執行下列動作，以建立授權集區，然後按一下 [儲存 ]。

重要！如果您沒有建立授權集區，您的電腦將不會顯示授

權。

i. 在 [授權集區名稱 ] 中輸入您的授權集區名稱。

ii. 在 [新集區數量 ] 中輸入要包含在集區內的授權數

量。

附註：往後有需要時，您都可以新增更多的使用權到集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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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隨即開啟。

i. 輸入註冊時使用的認證，即可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首頁隨即出現。

j. 從首頁中，按一下 [離線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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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k. 從產品清單中選取產品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載 ]。

Activation.arc 檔案下載到您的機器。

如果選擇啟動的選項僅包含 UDP Archiving 產品，則下面

的對話方塊會出現：

如果選擇啟動的選項包含 UDP Archiving 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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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Archiving授權

Arcserve，則下面的對話方塊會出現：

l. 巡覽至 activation.arc 檔案，然後將檔案從目前的機器複製到

離線機器的下列路徑︰

/var/fas/www/Offline

附註：為方便起見，我們建議使用 UDP_admin認證並使用安

全的複本 (scp) 工具來複製 activation.arc 檔案。

7. 在機器離線的狀態下，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中開啟 [啟動和授權 ]
視窗，然後按一下 [授權管理 ] 。

8. 按一下 [重新整理授權 ] 以確認啟動的授權。

您可以檢視離線機器的已啟動授權。

您已經使用離線方法成功啟動 UDP Archiving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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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授權

如何管理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指派授權給設定檔

指派授權給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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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授權

指派授權給設定檔

超級管理員需要啟動 UDP Archiving 且已建立設定檔，才能指派授權。

附註：每個設定檔的預設已指派授權計數都是 0。超級管理員必須為每

個設定檔手動指定所需的授權計數。

如需有關如何建立設定檔、網域及系統管理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連

結。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請於 UDP Archiving 主控台的右上角，按一下 [進階管理 ] 圖示。

即會顯示多個選項。

2. 從選項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顯示 [啟用和授權 ]網頁。顯示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的詳細資料。

3. 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

您可以檢視 [Arcserve UDP 封存授權 ] 和 [設定檔所使用的授權 ] 索
引標籤。

[Arcserve UDP 封存授權 ] 索引標籤會顯示總共購買的、未授權的和

已授權的數目。

4. 從 [設定檔所使用的授權 ] 索引標籤上，按一下設定檔以指派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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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授權

[指派授權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5. 在 [指派授權 ] 對話方塊中，您可以檢視下列欄位：

可用的授權總數

顯示每個信箱可用授權的總數。

指派授權給設定檔

可協助您指定所選設定檔的授權。

到期日 (選用 )

針對指派給特定設定檔的授權輸入到期日。

每個信箱的 Arcserve UDP Archiving 6.0

會顯示每個信箱的授權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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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授權

購買總數

輸入要指派給特定設定檔的授權數量。

附註：買的授權總數永遠大於輸入的授權數量。

使用的授權數

會顯示特定設定檔所使用的授權數量。

未授權

會顯示未授權的信箱數量。

6. 按一下 [儲存 ] 以指派授權。

附註：若您想取消指派給設定檔的授權，請在 [購買總數 ] 欄位中輸入數

字 0，然後按一下 [儲存 ]。

您已成功將授權指派給設定檔。

如需檢視步驟的教學視訊，請按一下如何管理 UDP Archiving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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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授權

指派授權給信箱

主管理員可以根據每個信箱可用的授權來管理信箱。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以主管理員身分登入 UDP Archiving。

2. 從 [管理 ] 功能表按一下 [授權管理 ]。

[Arcserve UDP 封存授權 ] 索引標籤會顯示總共購買的、未授權的和

已授權的數目。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隨即出現。

附註：您可以使用搜尋選項，以信箱名稱來搜尋所需的信箱。

3. 從 [每個信箱的 Arcserve UDP Archiving 6.0] 索引標籤，您可以檢視

設定檔中可用的信箱使用者清單。

附註：使用者至少必須寄送一封電子郵件，清單中才會顯示其名

稱。

如需有關如何建立設定檔、網域及系統管理員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連結。

4. 從可用的 [授權 ] 選項，您可以根據需求，使用此核取方塊指派或

取消指派授權。

5. 使用核取方塊選項指派授權後，請按一下 [儲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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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授權

附註：您可以根據 [Arcserve UDP 封存授權 ] 索引標籤中可用的授權

[購買總數 ] 來指派授權。

重要！如果使用的授權計數大於可用的授權，則設定檔所有已指

派的授權會自動轉換成寬限期。您可以手動移除超出的已指定授

權，或是連絡超級管理員以取得更多授權。

您已成功使用信箱指派授權。

如需檢視步驟的教學視訊，請按一下如何管理 UDP Archiving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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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封存授權

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 封存授權

根據用於 Arcserve 產品啟動的方法，您可以線上及離線停用 Arcserve 產

品授權。

附註：

當您解除安裝伺服器中的 Arcserve UDP封存時，您的所有授權即會

釋出，並可用於進一步安裝。

對於 Arcserve UDP封存啟動和停用，您必須使用相同模式。例如，若

要執行離線停用，您必須已使用離線模式啟動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停用 Arcserve UDP線上封存授權

停用 Arcserve UDP離線封存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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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封存授權

停用 Arcserve UDP 線上封存授權

重要！只有在您的 Arcserve 產品是使用線上方法啟動時，您才能線上停

用此產品。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的右上角，按一下 [超級管理員 ] 圖示。

即會顯示多個選項。

2. 從選項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即會顯示 [啟動和授權 ] 頁面。

3. 按一下 [停用 ]。

確認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4. 按一下 [是 ]。

即會從 Arcserve 產品主控台伺服器釋放所有授權，並可供未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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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封存授權

停用 Arcserve UDP 離線封存授權

重要！只有在您的 Arcserve 產品是使用離線方法啟動時，您才能離線停

用此產品。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的右上角，按一下 [超級管理員 ] 圖示。

即會顯示多個選項。

2. 從選項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即會顯示 [啟動和授權 ] 頁面。

3. 按一下 [離線停用 ]。

確認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4. 按一下 [是 ]。

offline.arc 檔案儲存位置如下：

/var/fas/www/Offline/

5. 登入您在離線啟動過程中所使用的同一 URL，並上傳 offline.arc 檔
案。

下列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您的產品已成功停用

即會從 Arcserve 產品主控台伺服器釋放所有授權，並可供未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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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4: 使用 Arcserve UDP 的 Arcserve 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如何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 41

如何管理 Arcserve UDP授權 64

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授權 70

如何升級 Arcserve UDP的授權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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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

如何啟動 Arcserve UDP 授權

Arcserve 可讓您在不同階段啟動 Arcserve 產品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在安裝後啟動 Arcserve UDP

在安裝期間啟動 Arcserve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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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

在安裝 Arcserve UDP 後啟動

您可以在安裝期間或安裝後啟動 Arcserve UDP。在安裝期間，若要略過

啟動，請按一下 [Arcserve 產品啟動 ] 窗格中的 [略過 ] 按鈕。安裝後，若

要在登入之後啟動，您只需從主控台按一下 [說明 ]，即可存取 [Arcserve
產品啟動 ] 選項。

或者，您也可以參與產品改進計劃。

重要！Arcserve 不會收集任何個人或商務重要資訊，例如節點名稱、IP
位址、登入憑證、網域名稱與網路名稱。

Arcserve 產品啟動的程序不適用於獨立代理程式。

附註：啟動後，您可以指派或釋出授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

Arcserve UDP  授權 ] 。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啟動 Arcserve UDP線上授權

啟動 Arcserve UDP離線授權

更新授權啟動的使用者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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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 授權

若要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主控台伺服器必須能夠存取網際網路。

附註：若您選用的服務為訂閱型授權，您會在訂閱結束日前的 60、30、
15和 0天收到提醒的電子郵件，或者瀏覽至 [郵件 ] 索引標籤並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的 [詳細資料 ] 以檢視訂閱截止日期。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從主控台中，按一下 [說明 ]。

多個選項會出現在下拉式清單中。

3. 從選項的 [說明 ] 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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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您也可以選擇性地選取核取方塊，來參與 [產品改進計劃 ]。

章節 4:使用 Arcserve UDP的 Arcserve 授權 44



如何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

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器的

特定資料 ]核取方塊後，產品授權/啟動才會執行。

5. 按一下 [啟動 ]。

如果提供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已在使用中，則在 [主控台 ]
中會出現下列訊息︰

已送出您的 Arcserve 產品啟動要求，請等待使用者核准。

如果提供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正確，則會出現通知對話方

塊。

6. 在通知對話方塊上，按一下 [確定 ]。

[登錄 ] 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您的電子郵件 ID。

7. 開啟從 Arcserve 收到的登錄電子郵件。

8. 從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如果您先前已執行 Arcserve UDP的任何授權啟動 (現有的使用者 )，則請

瀏覽至以下所述的步驟 11。

Arcserve UDP 的新使用者請注意！當您從收到的電子郵件 (其將所有授

權數量指派給用來啟動的伺服器 ) 按一下 [ 啟動 ] 選項時，授權啟動便順

利完成。不過，如果您選取啟動電子郵件中提供的 [將授權進階配置到

多部伺服器 ] 選項，則適用如下所述的步驟。

即會將您引導至 Arcserve 註冊頁面，這裡會出現 [建立密碼 ]對話方塊，

其中已輸入您的電子郵件。

9.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所需的密碼，以建立您針對 Arcserve 授

權入口網站的設定檔，然後按一下 [儲存 ]。

10. 建立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密碼後，[建立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隨即開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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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執行下列動作，以建立授權集區，然後按一下 [儲存 ]。

重要！如果未建立授權池，您的電腦將不會顯示授權。

輸入授權集區的名稱。

輸入要包含在集區中的授權數量。

附註︰如有必要，您稍後可以新增更多的授權至集區。

12. 按一下 [儲存 ] 以完成授權啟動程序。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隨即開啟。當需要管理您的 產品授權

時，您可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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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若您選用的服務為訂閱型授權，您會在訂閱結束日前的 60、30、
15和 0天收到提醒的電子郵件，或者瀏覽至 [郵件 ] 索引標籤並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的 [詳細資料 ] 以檢視訂閱截止日期。

您已啟用 Arcserve UDP授權。現在，您可以驗證已啟動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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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 Arcserve UDP 授權

您可以驗證已啟動授權的狀態。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從主控台中，按一下 [說明 ]。

3. 從顯示的 [說明 ] 選項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4. 一旦 [啟用和授權 ] 視窗開啟，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

您可以看到已啟動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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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啟動 Arcserve UDP 授權

即使您不在線上，也可以啟動 Arcserve UDP。若您的 Arcserve 產品無法存

取網際網路，則系統會自動將您重新導向至離線啟動方法。

請在 [啟用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下，按一下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中的 [啟
動 ]，Arcserve UDP主控台將隨即執行離線啟動。Arcserve UDP會偵測是否

需要離線啟動方法，並協助您完成離線啟動。

附註：若您選用的服務為訂閱型授權，您會在訂閱結束日前的 60、30、
15和 0天收到提醒的電子郵件，或者瀏覽至 [郵件 ] 索引標籤並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的 [詳細資料 ] 以檢視訂閱截止日期。

重要！若要在原有的機器上上完成離線啟動程序，請確認您有另一部

可存取網際網路的機器。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從主控台中，按一下 [說明 ]。

多個選項會出現在下拉式清單中。

3. 從選項的 [說明 ] 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49 Arcserve 授權指南



如何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

4. 從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您也可以選擇性地選取核取方塊，來參與 [產品改進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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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器的

特定資料 ]核取方塊後，產品授權/啟動才會執行 .

5. 按一下 [啟動 ]。

[啟動和授權 ] 視窗隨即開啟。

6. 從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中，按一下 [儲存 ]。

重要！若要完成離線啟動程序，您必須遵循如下所述的步驟。

offline.arc 檔案儲存在下列位置：

C:\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Configuration

7. 在線上機器中執行下列步驟︰

a. 將 offline.arc 檔案複製到具有網際網路存取的機器，並且在相同機

器上開啟下列 URL：

https://www.arcserve-register.com/AERPEndUserPortal/index.html#/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隨即開啟。

b. 從 [登入 ] 頁面上，按一下 [在離線模式中啟動/停用 ]。

離線啟動頁面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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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現在，請將已儲存的 offline.arc 檔案拖放至 [離線啟動 ] 頁面上。

d. 按一下 [上傳 ]。

下列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您的產品啟動已接近完成。請遵照傳送至以下電子郵件地址中的

連結，以完成您的產品啟動。

附註︰依據使用的瀏覽器類型而定，畫面上快顯訊息的位置可能

會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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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開啟您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進行啟動。

您可以檢視 Arcserve 註冊電子郵件。

f. 從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Arcserve 註冊頁面隨即開啟。您可以看到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且

您的電子郵件已輸入。

附註︰若要完成啟動，您需要從這個連結中建立 Arcserve 授權入

口網站 的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您需要輸入密碼，並建立授

權集區。

g.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您想要的密碼，然後按一下 [儲
存 ]。

[建立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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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執行下列動作，以建立授權集區，然後按一下 [儲存 ]。

重要！如果您沒有建立授權集區，您的電腦將不會顯示授權。

輸入授權集區的名稱。

輸入要包含在集區中的授權數量。

附註︰如有必要，您稍後可以新增更多的授權至集區。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登入頁面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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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輸入註冊時使用的認證，即可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首頁隨即出現。

j. 從首頁中，按一下 [離線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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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從產品清單中選取產品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載 ]。

Activation.arc 檔案下載到您的機器。

l. 巡覽至 activation.arc 檔案，然後將檔案從目前的機器複製到離線機

器的下列路徑︰

C:\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Configuration

8. 在機器離線的狀態下，從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開啟 [啟動和授權 ] 視
窗，然後按一下 [授權管理 ] 。

您可以檢視離線機器的已啟動授權。

附註：若您選用的服務為訂閱型授權，您會在訂閱結束日前的 60、30、
15和 0天收到提醒的電子郵件，或者瀏覽至 [郵件 ] 索引標籤並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的 [詳細資料 ] 以檢視訂閱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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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經使用離線方法成功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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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授權啟動的使用者詳細資料

您可以更新在啟動期間所提供的電子郵件 ID。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顯示目前的電子郵件地址。

3. 修改電子郵件地址，並按一下 [更新 ]。

快顯訊息會顯示您的更新資訊得到確認。

4. 按一下 [確定 ]

您可以驗證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中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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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裝期間啟動 Arcserve UDP

若要啟動產品，您可以根據所選取的安裝程式啟動 Arcserve UDP。本節

包含下列主題：

使用單一安裝程式啟動 Arcserve UDP

使用設定安裝程式啟動 Arcserve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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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安裝程式啟動 Arcserve UDP

在安裝 Arcserve 產品期間，您必須在單一安裝程式的 [產品啟動 ] 畫面

(如下所示 ) 中填入詳細資料，才能初始化啟動程序。

輸入下列資訊：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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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略過啟動

您可以按一下 [略過啟動 ]，從主控台啟動授權。

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器的

特定資料 ] 選項後，產品授權 /啟動才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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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設定安裝程式啟動 Arcserve UDP

在安裝 Arcserve 產品期間，您必須在設定安裝程式的 [產品啟動 ] 畫面

(如下所示 ) 中填入詳細資料，才能初始化啟動程序。

附註：[電子郵件地址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都是必要欄位。

所有其他欄位都是選用欄位。

輸入下列資訊：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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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器的

特定資料 ] 選項後，產品授權 /啟動才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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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 Arcserve UDP 授權

Arcserve 可讓您集中管理所有新增到 Arcserve UDP主控台之備份來源節

點伺服器類型的授權。這個授權模型讓應用程式有整體授權，使整體

授權集區裡包含預定數量的作用中授權權限。

Arcserve 產品會使用每個版本安裝 SDK授權。您可以手動重新安裝、升

級或解除安裝。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如何安裝與解除安裝授權

SDK〉。

管理授權可協助您指派、釋放和驗證授權。

根據先到先服務的方式，從授權集區將作用中授權授與每個新的使用

者，直到可用授權的總數用光為止。如果所有作用中授權均為使用中，

且您想要對新伺服器啟動授權，則您必須手動從其中一個已授權伺服

器釋放授權，再將釋放的授權指派給剛新增的伺服器。

附註︰沒有授權可用時，[活動記錄檔 ] 中會出現錯誤訊息。

您可以輕鬆地移除授權權限，讓其他伺服器取得授權權限。您可以從

主控台存取 [授權管理 ] 對話方塊，檢視每個元件的作用中授權計數。

您也可以使用 Arcserve UDP主控台來管理已套用的授權。

接下來要做什麼？

檢閱先決條件

指派授權

從節點釋放授權

驗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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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先決條件

檢閱下列先決條件後再管理授權：

您已安裝 Arcserve UDP。

您擁有有效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檢閱相容性一覽表，瞭解支援的作業系統、資料庫和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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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授權

Arcserve UDP只會保護獲得授權的節點。如果您有足夠的授權，授權即

會自動套用到節點。如果不想保護某一個節點，則可以從該特定節點

釋放授權，並使用釋放的授權保護其他任何節點。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 功能表，然後選取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3. 從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

左窗格會顯示主控台伺服器上的可用授權。

附註：

對於無代理程式 (或以主機為基礎 ) 備份，[授權管理 ] 視窗下

方的節點類型會依據使用量類型而顯示為 Hypervisor 或虛擬

機器。

對於按代理程式備份，[授權管理 ] 視窗下方的節點類型會顯

示為 Windows或 Linux，即使虛擬機器是以按代理程式備份之

Linux 或 Windows節點的形式而新增。

重要！即使按代理程式節點使用的是虛擬機器授權，按代理程式

備份的上述行為仍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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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右窗格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未授權的節點 ] 並按一下 [指
派 ]。

授權隨即指派給該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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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節點釋放授權

如果不想保護某一個節點，請釋放該節點的授權。必要時，您可以使用

釋放的節點保護其他任何節點。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3. 從右窗格的下拉清單選取 [已授權的節點 ]。

授權的節點清單隨即出現。

4. 從顯示的清單中選取一個節點，然後按一下 [釋放 ]。

5. 關閉再開啟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

授權將從節點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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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 Arcserve UDP授權

驗證授權

若要驗證正確授權是否套用至節點，請對已授權的節點執行備份工

作。如果備份工作成功，授權會套用至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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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停用 Arcserve UDP 授權

根據用於 Arcserve 產品啟動的方法，您可以線上及離線停用 Arcserve 產

品授權。

附註：

從伺服器解除安裝 Arcserve UDP時，並不會自動釋放您的所有授權。

請確定先停用產品，然後再解除安裝 Arcserve UDP，以便讓授權可供

不同伺服器上的後續安裝使用。

如果在同一個伺服器進行重新安裝，產品便會重新取得授權，而不

需重新啟動。如果您在未執行停用的情況下解除安裝 Arcserve UDP，
而且打算重新安裝至不同伺服器，請連絡支援以停用並讓授權可供

後續安裝使用。

對於 Arcserve UDP啟動和停用，您必須使用相同模式。例如，若要執

行離線停用，您必須已使用離線模式啟動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線上停用 Arcserve UDP授權

離線停用 Arcserve UDP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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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停用 Arcserve UDP 授權

重要！只有在您的 Arcserve 產品是使用線上方法啟動時，您才能線上停

用此產品。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3. 按一下 [停用 ]。

[停用 Arcserve UDP]確認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4. 按一下 [是 ]。

即會從 Arcserve 產品主控台伺服器釋放所有授權，並可供未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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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停用 Arcserve UDP 授權

重要！只有在您的 Arcserve 產品也是使用離線方法啟動時，您才能離線

停用此產品。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3. 按一下 [離線停用 ]。

確認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附註：如果使用線上方法啟動產品，則不會出現確認對話方塊，而是您

將收到下列訊息︰

4. 按一下確認對話方塊上的 [是 ] 進行離線停用。

offline.arc 檔案儲存在下列位置：

C:\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Configuration

5. 登入您在離線啟動過程中所使用的同一 URL，並上傳 offline.arc 檔案。

下列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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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產品已成功停用 .

附註︰依據使用的瀏覽器類型而定，畫面上快顯訊息的位置可能會變

更。

若要確認在 Arcserve UDP 主控台中已停用授權，巡覽至 [啟動和授權 ] 視
窗，然後檢視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

如何升級 Arcserve UDP 的授權

Arcserve 可讓您在有新版本可用時，升級 Arcserve 產品的授權。

重要！升級的授權啟動並不是自動的。

您可以從已啟動安裝的 Arcserve UDP 6.5升級至 Arcserve UDP 7.0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支援入口網站。

2. 要求新的授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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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erve 可提供免費的授權憑證，以進行產品升級。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免費 (FOC) 升級到 Arcserve UDP〉

附註：

只有當您處於主動維護狀態時，才能提出要求。

在您收到 FOC 授權憑證後，不需要重新啟動。

3. 為升級的產品版本新增授權憑證。如需如何新增的詳細資料，請

參閱〈新增訂單〉。

您可以將內容指派給與已升級伺服器相關聯的現有授權集區。

您可以將授權指派給一或多個伺服器。

將授權指派給一個伺服器：執行步驟 3 - 新增訂單，然後選取

與已升級伺服器相關聯的授權集區名稱。

在下圖中，授權集區測試與伺服器 WIN 相關聯，而且伺服器

已升級為最新版本。

在多個伺服器上指派授權：在步驟 3 - 新增訂單中，先將授權

指派給預設集區。之後，修改個別授權集區，以新增新授權

的必要數量。

附註：伺服器可能屬於不同授權集區或不同使用者。

4. 執行下列其中一個步驟，確認已伺服器新增授權：

線上模式 - 按一下已升級主控台中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的

[重新整理 ]。

離線模式 - 在步驟 3 - 新增訂單下方，依照附註下方提供的步

驟執行。

章節 4:使用 Arcserve UDP的 Arcserve 授權 74

https://support.arcserve.com/s/article/KB000008985


章節 5: 使用 Arcserve Backup 的 Arcserve 授權

您必須啟動 Arcserve Backup才能使用相關的 Arcserve 授權。啟動 Arcserve
Backup之後，會下載具有資格的授權，並且可以在 Arcserve Backup伺服

器上使用。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76

如何管理 Arcserve Backup授權 91

如何停用 Arcserve Backup授權 97

如何升級 Arcserve Backup授權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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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 授權

重要！這個程序僅適用於 Arcserve Backup r17.5或更新版本。

若要啟動 Arcserve Backup的舊代理程式版本，請參閱如何將 Arcserve
Backup授權套用到舊版的代理程式。

Arcserve 可讓您在安裝後啟動 Arcserve Backup。後置安裝，您可以直接從

Arcserve Backup主控台存取 [Arcserve 產品啟動 ] 選項。

附註：

Arcserve 不會收集任何個人或商務重要資訊，例如節點名稱、IP位

址、登入憑證、網域名稱與網路名稱。

Arcserve 產品啟動程序不適用於獨立代理程式。

產品啟動後，您可以指派或釋出授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Arcserve 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線上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離線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更新授權啟動的使用者詳細資料

如何將 Arcserve Backup授權套用到舊版的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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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啟動 Arcserve Backup 授權

重要！這個程序僅適用於 Arcserve Backup r17.5或更新版本。

若要啟動 Arcserve Backup的舊代理程式版本，請參閱如何將 Arcserve
Backup授權套用到舊版的代理程式。

您可以從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線上啟動 Arcserve Backup。

附註︰如果 Arcserve Backup未啟動，則會在右上角顯示訊息。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按一下 [說明 ]。

多個選項會出現在下拉式清單中。

3. 從選項的 [說明 ] 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 [Arcserve 產品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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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4. 在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下載 /購買 Arcserve Backup後，您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會有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下載 /購買 Arcserve Backup後，您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會有

Fulfillm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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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

器的特定資料 ] 選項後，產品授權 /啟動才會執行。

5. 按一下 [啟動 ]。

6. 在通知訊息上，按一下 [確定 ]。

啟動連結會傳送到您的電子郵件。

7. 請確認電子郵件，您可以在其中從 Arcserve 檢視登錄電子郵件。

8. 從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如果您先前已執行 Arcserve Backup的任何授權啟動 (現有的使用

者 )，則請瀏覽至以下所述的步驟 11。

Arcserve Backup 的新使用者請注意！當您從收到的電子郵件 (其
將所有授權數量指派給用來啟動的伺服器 ) 按一下 [啟動 ] 選項

時，授權啟動便順利完成。不過，如果您選取啟動電子郵件中提供

的 [將授權進階配置到多部伺服器 ] 選項，則適用如下所述的步

驟。

即會將您引導至 Arcserve 註冊頁面，這裡會出現 [建立密碼 ] 對話

方塊，其中已輸入您的電子郵件。

附註︰若要完成啟動，您需要從這個連結中建立 Arcserve 授權入

口網站的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您需要輸入密碼，並建立授權

集區。

9.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所需的密碼，以建立您針對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設定檔。

10. 按一下 [儲存 ]。

即會將您引導至 [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

11. 請為授權集區命名，並提供要包含在集區中的授權數量。

附註︰如有必要，您稍後可以新增更多的授權至集區。

12. 按一下 [儲存 ] 以完成授權啟動程序。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隨即開啟。您可以登入入口網站

以管理您的 Arcserve 產品授權，如有必要。

您已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現在，您可以驗證已啟動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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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驗證 Arcserve Backup 授權

您可以驗證已啟動授權的狀態。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從主控台中，按一下 [說明 ]。

3. 從顯示的 [說明 ]選項中，按一下 [關於 Arcserve Backup]。

4. 從 [關於 Arcserve Backup]中，按一下 [管理授權 ]。

您可以看到已啟動的授權。

例如，執行至少一次備份之後，基本授權計數會顯示在 [管理授權 ] 下
方。同樣地，備份至磁帶媒體櫃時，只會在 [管理授權 ] 下方顯示磁帶媒

體櫃選項授權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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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離線啟動 Arcserve Backup 授權

重要！這個程序僅適用於 Arcserve Backup r17.5或更新版本。

即使您不在線上，也可以輕鬆地啟動 Arcserve Backup。如果您從離線位

置使用 Arcserve 產品，系統會自動將您重新導向至離線啟動方法。

當您按一下 [Arcserve 產品啟動 ] 視窗中的 [啟動 ] 時，離線啟動即會啟

動。Arcserve Backup會偵測是否需要離線啟動方法，並協助您完成離線

啟動。

附註︰若要在一部電腦上完成離線啟動程序，您必須在另一部電腦上

有網際網路存取。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從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 中，按一下 [說明 ]。

多個選項會出現在下拉式清單中。

3. 從選項的 [說明 ] 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 [Arcserve 產品啟動 ]。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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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4. 在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當下載 /購買 Arcserve Backup時，您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當下載 /購買 Arcserve Backup時，您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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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5. 按一下 [啟動 ]。

Arcserve 離線啟動視窗隨即開啟。

6. 按一下 [儲存 ]。

offline.arc 檔案儲存在下列位置：

C:\Program Files (x86)\CA\ARCserve Backup\

重要！直到您選取 [我同意 Arcserve 可在啟動程序進行時收集機器的

特定資料 ] 選項後，產品授權 /啟動才會執行。

7. 在線上機器中執行下列步驟︰

a. 將 offline.arc 檔案複製到具有網際網路存取的機器，並且在相同機

器上開啟下列 URL：

https://www.arcserve-register.com/AERPEndUserPortal/index.html#/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隨即開啟。

b. 從 [登入 ] 頁面上，按一下 [在離線模式中啟動/停用 ]。

離線啟動頁面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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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c. 將儲存的 offline.arc 檔案拖曳至離線啟動頁面。

上傳成功會出現 [上傳 ] 按鈕。

d. 按一下 [上傳 ]。

下列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附註︰依據使用的瀏覽器類型而定，畫面上快顯訊息的位置可能

會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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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e. 開啟您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進行啟動。

您可以檢視 Arcserve 註冊電子郵件。

f. 從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Arcserve 註冊頁面隨即開啟。您可以看到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且

您的電子郵件已輸入。

附註︰若要完成啟動，您需要從這個連結中建立 Arcserve 授權入

口網站的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您需要輸入密碼，並建立授權

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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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g.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您想要的密碼，然後按一下 [儲
存 ]。

[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h. 執行下列動作，以建立授權集區，然後按一下 [儲存 ]。

重要！如果您沒有建立授權集區，您的電腦將不會顯示授權。

輸入授權集區的名稱。

輸入要包含在集區中的授權數量。

附註︰如有必要，您稍後可以新增更多的授權至集區。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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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i. 使用註冊所使用的相同認證，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首頁隨即出現。

j. 從首頁中，按一下 [離線啟動 ]。

啟動成功會出現 [離線啟動 ] 按鈕。

k. 從產品清單中選取產品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載 ]。

activation.arc 檔案已下載到您的機器。

l. 巡覽至 activation.arc 檔案，然後將檔案從目前的機器複製到離線機

器的下列路徑︰

C:\Program Files (x86)\CA\ARCserve Backup\

8. 從離線機器的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中，從 [說明 ] 下拉式清單按一下

[關於 Arcserve Backup]。

[關於 Arcserve Backup] 視窗隨即開啟。

9. 按一下 [管理授權 ]。

[授權管理 ] 視窗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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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若要檢視已啟動的授權，您需要提交至少一個備份工作。

10. 按一下 [重新整理 ] 以檢視已啟動的授權。

您已經使用離線方法成功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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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新授權啟動的使用者詳細資料

您可以更新您在啟動期間所提供的電子郵件 ID。

附註：您只能更新線上啟動的電子郵件 ID。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Arcserve 產品啟動 ]。

3.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顯示目前的電子郵件地址。

4. 更改電子郵件地址，並按一下 [更新 ]。

快顯訊息會顯示您的更新資訊得到確認。

5. 按一下 [確定 ]。

附註：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會用於 Arcserve 對您的所有類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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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 Arcserve Backup 授權至舊版的代理程式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不支援授權給舊版代理程式。

可藉由提供 25碼的授權金鑰及以下步驟，而為舊版代理程式提供授權

範例：

若要從 r17.5版將授權套用到 r17.0用戶端代理程式或 r16.5 UNIX代理程

式，您必須執行可以在下列位置取得的 CALicnse.exe：

C:\Program Files (x86)\Arcserve\SharedComponents\CA_LIC\CALicnse.exe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巡覽至下列路徑然後開啟 CALicnse.exe：

C:\Program Files (x86)\Arcserve\SharedComponents\CA_LIC

[授權驗證項目 ] 對話方塊即會開啟。

2. 輸入 25位數字的授權金鑰，然後按一下 [確定 ]。

附註：若要取得授權金鑰，請洽支援。

您已成功將授權套用到舊版的 Arcserve Backup代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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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 Arcserve Backup授權

如何管理 Arcserve Backup 授權

Arcserve 可讓您集中管理所有新增到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之備份來源

節點伺服器類型的授權。這個授權模型提供單一授權給所有應用程

式，以整體授權集區包含預定數量的作用中授權權限。

Arcserve 產品會使用每個版本安裝 SDK授權。您可以手動重新安裝、升

級或解除安裝。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如何安裝與解除安裝授權

SDK〉。

管理 Arcserve Backup授權可協助您指派、釋放和驗證授權。

根據先到先服務的方式，從授權集區將作用中授權授與每個新的使用

者，直到可用授權的總數用光為止。如果所有作用中授權均為使用中，

且您想要對剛新增的伺服器啟動授權，則您必須手動從其中一個已授

權伺服器釋放授權，再將該釋放的授權指派給剛新增的伺服器。

附註︰沒有授權可用時，[活動記錄檔 ] 中會出現錯誤訊息。

您可以輕鬆地移除授權權限，讓其他伺服器取得授權權限。您可以從

Backup管理員存取 [管理授權 ] 對話方塊，並檢視每個元件的作用中授

權計數。您也可以使用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來管理已套用的授權。

接下來要做什麼？

檢閱先決條件

指派授權

從節點釋放授權

驗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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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先決條件

請確認您是否符合下列先決條件，以管理使用權：

您已安裝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您必須已啟動授權。

92 Arcserve 授權指南



如何管理 Arcserve Backup授權

指派授權

產品啟動後會自動指派授權。不過，您可以從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
使用 25位數的授權碼指派 Arcserve Backup授權。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瀏覽至 [說明 ] 功能表，然後選取 [關於 Arcserve Backup]。

3. 從 [關於 Arcserve Backup]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新增/檢視授權 ]。

4. 選取元件名稱，然後選取 [使用授權金鑰 ] 核取方塊。

5. 輸入授權金鑰，按一下 [確定 ]。

您已成功。從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 指定 Arcserve Backup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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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節點釋放授權

重要！此程序僅適用於元件型授權。

如果不想保護某一個節點 (電腦 )，可以從該特定節點釋放授權，並使用

釋放的授權保護其他任何節點。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關於 Arcserve Backup]。

[關於 Arcserve Backup]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3. 從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管理授權 ]。

[授權管理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4. 從 [授權管理 ] 中，選取所需的 [授權元件名稱 ]。

5. 在 [已授權的機器 ] 窗格中，清除機器的核取方塊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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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從該節點釋放授權，並可在可用集區中使用。

(選用 ) 如果您要指派釋放的授權，在另一個節點上執行備份可自

動指派授權。

附註︰如果您沒有足夠的授權，未授權的機器會以紅色圖示顯示

在 [已授權的機器 ] 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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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授權

若要驗證正確授權是否套用至節點，請對已授權的節點執行備份工

作。如果備份工作成功，授權會套用至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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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停用 Arcserve Backup 授權

根據用於 Arcserve Backup啟動的方法，您可以線上及離線停用 Arcserve
Backup授權。

附註：

當您解除安裝 Arcserve Backup伺服器時，並不會釋放所有授權。請確

定先停用產品，然後再解除安裝 Arcserve Backup伺服器，以便讓授權

可供後續安裝使用。如果您未執行停用而解除安裝 Arcserve Backup
伺服器，請連絡支援以停用並讓授權可供後續安裝使用。

對於 Arcserve Backup啟動和停用，您必須使用相同模式。例如，若要

執行離線停用，您必須已使用離線模式啟動授權。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線上停用 Arcserve Backup授權

離線停用 Arcserve Backup授權

章節 5:使用 Arcserve Backup的 Arcserve 授權 97



如何停用 Arcserve Backup授權

線上停用 Arcserve Backup 授權

重要！只有在您的 Arcserve 產品也是使用線上方法啟動時，您才能線上

停用此產品。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Arcserve 產品啟動 ]。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3. 按一下 [停用 ]。

[停用 Arcserve Backup] 確認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4. 按一下 [是 ]。

即會從 Arcserve Backup伺服器釋放所有授權，並可供未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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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停用 Arcserve Backup 授權

重要！只有在您的 Arcserve 產品也是使用離線方法啟動時，您才能離

線停用此產品。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Arcserve 產品啟動 ]。

[Arcserve 產品啟動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3. 按一下 [停用 ]。

確認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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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 [是 ]。

offline.arc 檔案儲存在下列位置：

C:\Program Files (x86)\CA\ARCserve Backup

5. 登入您在離線啟動過程中所使用的同一 URL，並上傳 offline.arc 檔
案。

附註︰依據使用的瀏覽器類型而定，畫面上快顯訊息的位置可能

會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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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升級 Arcserve Backup授權

附註：如果您使用線上方法啟動產品，則不會出現確認對話方塊，

而是會收到下列訊息︰

若要確認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中的已停用授權，巡覽至 [Arcserve 產品

啟動 ] 視窗。

如何升級 Arcserve Backup 授權

Arcserve 可讓您在有新版本可用時，升級 Arcserve 產品的授權。

重要！升級的授權啟動並不是自動的。

您可以從已啟動安裝的 Arcserve Backup r17.5升級到 Arcserve Backup 18.0。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支援入口網站。

2. 要求新的授權憑證

Arcserve 可提供免費的授權憑證，以進行產品升級。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免費 (FOC) 升級到 Arcserve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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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升級 Arcserve Backup授權

附註：

只有當您處於主動維護狀態時，才能提出要求。

在您收到 FOC 授權憑證後，不需要重新啟動。

3. 為升級的產品版本新增授權憑證。如需如何新增的詳細資料，請

參閱〈新增訂單〉。

您可以將內容指派給與已升級伺服器相關聯的現有授權集區。

您可以將授權指派給一或多個伺服器。

將授權指派給一個伺服器：執行步驟 3 - 新增訂單，然後選取

與已升級伺服器相關聯的授權集區名稱。

在下圖中，授權集區測試與伺服器 WIN 相關聯，而且伺服器

已升級為最新版本。

在多個伺服器上指派授權：在步驟 3 - 新增訂單中，先將授權

指派給預設集區。之後，修改個別授權集區，以新增新授權

的必要數量。

附註：伺服器可能屬於不同授權集區或不同使用者。

4. 執行下列其中一個步驟，確認已伺服器新增授權：

線上模式 - 按一下已升級主控台中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的

[重新整理 ]。

離線模式 - 在步驟 3 - 新增訂單下方，依照附註下方提供的步

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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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獨立代理程式的 Arcserve 授權金鑰

章節 6: 使用獨立代理程式/Arcserve RHA 的

Arcserve 授權

本節概述授權獨立代理程式 /Arcseve RHA的相關程序，並包含下列主

題：

如何產生獨立代理程式的 Arcserve 授權金鑰 103

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8.0 106

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6.5 110

如何在 [產品改進計劃] 登錄期間，在獨立代理程式上套用 Arcserve 授權 114

如何產生獨立代理程式的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UDP可讓您產生獨立代理程式 (Arcserve UDP v6.5 Windows/Linux 代
理程式 ) 的授權金鑰，而不使用 Arcserve UDP 主控台。

附註︰如果您已經向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註冊，則請直接巡覽至步驟

9。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開啟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

2. 按一下 [新增註冊 ]。

[註冊獨立代理程式和 RHA] 頁面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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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 [註冊 UDP v6.5和 Arcserve RHA的獨立 Windows/Linux 代理程式 ]
選項。

[註冊 ] 視窗隨即開啟。

4. 輸入必要的詳細資料。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啟動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XXXX4455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當您下載 Arcserve UDP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當您下載 Arcserve UDP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5. 按一下 [註冊 ]。

成功註冊之後，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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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獨立代理程式的 Arcserve 授權金鑰

6. 按一下 [確定 ]，然後確認啟動電子郵件傳送至您的註冊電子郵件

ID。

7. 從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按一下啟動連結，以變更密碼。

8. 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 [儲存 ]。

9. 以註冊的認證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隨即開啟。

10. 按一下 [產生金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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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8.0

11. 從 [產品名稱 ] 選取任何一個產品 (UDP Agent for Windows或 UDP
Agent for Linux)，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個步驟：

1. 從 [產品版本 ] 選取要針對所選取產品產生的授權金鑰必要

版本。

2. 從 [數量 ] 選取要針對所選取產品產生的授權金鑰必要數量。

3. 按一下 [產生金鑰 ]。

已成功產生授權金鑰，而且會顯示所提供的詳細資料。

根據選取的 [產品名稱 ]，您可以使用產生的授權金鑰以授權獨立

代理程式 (Arcserve UDP Windows/Linux 代理程式 )。

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8.0

Arcserve UDP可讓您使用 Arcserve UDP 主控台，為 Arcserve RHA產生授權

金鑰。

附註︰如果您已經向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註冊，則請直接巡覽至步驟

9。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開啟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

2. 按一下 [新增註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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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8.0

[註冊獨立代理程式和 RHA] 頁面隨即出現。

3. 選取 [註冊 UDP v6.5和 Arcserve RHA的獨立 Windows/Linux 代理程式 ]
選項。

[註冊 ] 視窗隨即開啟。

4. 輸入必要的詳細資料。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啟動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XXXX4455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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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8.0

指定公司的名稱。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當您下載 Arcserve UDP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當您下載 Arcserve UDP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履行編

號。

5. 按一下 [註冊 ]。

成功註冊之後，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6. 按一下 [確定 ]，然後確認啟動電子郵件傳送至您的註冊電子郵件

ID。

7. 從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按一下啟動連結，以變更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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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8.0

8. 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 [儲存 ]。

9. 以註冊的認證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隨即開啟。

10. 按一下 [產生金鑰 ]。

附註：只有當您安裝 Arcserve RHA Premium Plus Edition或是在授權入

口網站中新增 Arcserve RHA訂單時，Arcserve RHA才會顯示在 [產品

名稱 ] 下拉式清單中。

11. 從 [產品名稱 ]，選取產品做為 Arcserve RHA 18.0並執行下列其中一

個步驟：

1. 從 [RHA訂單 ]，選取需要的訂單，便會顯示可供該訂單使用

的授權清單。

2. 從格線選取需要的授權。

3. 按一下 [產生金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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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6.5

已成功產生授權金鑰，而且會顯示所提供的詳細資料。

根據選取的「產品名稱」，您可以使用產生的授權金鑰以授權獨立

代理程式 (Arcserve UDP Windows/Linux 代理程式和 Arcserve RHA)。

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6.5

Arcserve UDP可讓您使用 Arcserve UDP 主控台，為 Arcserve RHA產生授權

金鑰。

附註︰如果您已經向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註冊，則請直接巡覽至步驟

9。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開啟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

2. 按一下 [新增註冊 ]。

[註冊獨立代理程式和 RHA] 頁面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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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6.5

3. 選取 [註冊 UDP v6.5和 Arcserve RHA的獨立 Windows/Linux 代理程式 ]
選項。

[註冊 ] 視窗隨即開啟。

4. 輸入必要的詳細資料。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啟動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XXXX4455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Order ID

指定您的 Order ID。

附註：當您下載 Arcserve UDP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

附註：當您下載 Arcserve UDP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

Fulfillment Number。

5. 按一下 [註冊 ]。

成功註冊之後，快顯訊息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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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6.5

6. 按一下 [確定 ]，然後確認啟動電子郵件傳送至您的註冊電子郵件

ID。

7. 從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按一下啟動連結，以變更密碼。

8. 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 [儲存 ]。

9. 以註冊的認證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隨即開啟。

10. 按一下 [產生金鑰 ]。

附註：只有當您安裝 Arcserve RHA Premium Plus Edition或是在授權入

口網站中新增 Arcserve RHA訂單時，Arcserve RHA才會顯示在 [產品

名稱 ] 下拉式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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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Arcserve 授權金鑰 Arcserve RHA 16.5

11. 從 [產品名稱 ] 選取 [Arcserve RHA 16.5] 並執行下列步驟：

1. 從 [數量 ] 選取要針對所選取產品產生的授權金鑰必要數量。

2. 按一下 [產生金鑰 ]。

已成功產生授權金鑰，而且會顯示所提供的詳細資料。

您可以使用產生的授權金鑰以授權 Arcserve RHA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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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 [產品改進計劃] 登錄期間，在獨立代理程

式上套用 Arcserve 授權

安裝 Arcserve UDP Agent v6.5後，您就可以從主控台登錄 [產品改進計

劃 ]。此登錄可讓您分享 /允許 Arcserve 自動收集主控台的使用量詳細資

料和統計資料，協助改善產品的可用性和功能。

重要！Arcserve 不會收集任何個人或商務重要資訊，例如節點名稱、IP
位址、登入憑證、網域名稱與網路名稱。

如果您未登錄主控台，則會在主控台的 [訊息 ] 索引標籤中收到下列通

知：

您尚未在 Arcserve 產品改進計劃中登錄 Arcserve Unified Data Protection的

副本。請登錄。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主控台依序按一下 [說明 ]、[產品改進計劃 ]。

[Arcserve 產品改進計劃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2. 選取 [參與 Arcserve 的產品改進計劃 ] 核取方塊。

3. 指定下列的詳細資料，再按一下 [傳送驗證電子郵件 ]：

名稱

指定您的名稱。

公司

指定公司的名稱。

電話號碼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這是必要的欄位。驗證電子郵件將傳送到

此電子郵件地址。

Fulfillment Number

指定 Fulfillment Number。在下載 Arcserve UDP時，您必定已在電子郵

件中收到這個編號。

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您在 [Arcserve 產品改進計劃 ] 對話方塊上提到

的電子郵件位址。

4. 登入電子郵件帳戶，並開啟收到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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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 [產品改進計劃]登錄期間，在獨立代理程式上套用 Arcserve 授權

5. 按一下電子郵件中提供的驗證連結。

6. 從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即會將您引導至 Arcserve 註冊頁面，這裡會出現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

其中已輸入您的電子郵件。

附註︰若要完成啟動，您需要從這個連結中建立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的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您需要輸入密碼，並建立授權集區。

7. 從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所需的密碼，以建立您針對 Arcserve 授

權入口網站的設定檔。

8. 按一下 [儲存 ]。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隨即開啟。您可以使用新增訂單和下

載金鑰選項來授權獨立代理程式。

您已順利註冊 Arcserve UDP.

在您登錄之後，即會啟動 [取消參與 ] 按鈕。

若要取消您的註冊，請按一下 [取消參與 ]。

若要更新電子郵件地址，請使用本主題中上述的相同程序，再登錄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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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7: 在套用授權前使用 Arcserve 的產品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如何使用試用版 Arcserve 產品 117

關於 Arcserve UDP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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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試用版 Arcserve 產品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延長 Arcserve UDP試用版的試用期間

延長 Arcserve Backup試用版的試用期間

延長 [Arcserve UDP Archiving] 試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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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試用版 Arcserve 產品

延長 Arcserve UDP「試用版」的試用期間

重要！您只可以延長產品試用版的試用期間一次。

Arcserve 可讓您延伸 Arcserve UDP的試用期間。在試用期間結束時，您可

以要求延伸。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UDP主控台。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對話方塊開啟。

3. 按一下 [延長試用 ] 索引標籤。

4. 從 [延長試用 ]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延長試用 ]。

在您的瀏覽器中開啟延長試用期的申請頁面。

附註：如果延長試用的申請頁面沒有出現，請確認您的瀏覽器是

否已封鎖快顯視窗。

5. 請在 [延長試用 ] 的申請頁面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附註：標有 * 的欄位為必要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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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您必須開啟驗

證電子郵件，然後按一下連結以延長試用期間 。

連絡人姓名 (選用 )

指定您的名稱。

國家/地區

根據選取的國家 (地區 )，Arcserve 會識別公司核准的授權單位。

公司 (選用 )

指定公司的名稱。

連絡人電話號碼 (選用 )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預設值 (60天試用版，含來源資料限制為 1 TB 的所有功能 )

可讓您啟動資料限制為 1 TB 的 60天預設試用版。針對自訂的

試用版延伸需求，選取 [自訂 ] 核取方塊。

自訂

可讓您按照試用版延伸要求需求選取下面提及的自訂選項。

來源資料大小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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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試用版 Arcserve 產品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的 TB 倍數中所需的來源資料大小。

Office 365備份使用者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所需的 Office 365備份使用者。

否 .實體節點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所需的實體節點。

否 .虛擬節點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所需的實體節點。

其他資訊

如有必要，請指定其他任何資訊。

6. 按一下 [提交 ]。

我們已收到您的試用版延長申請。

您會收到來自 Arcserve 的電子通知。

在您的延長申請獲得 Arcserve 核可後，您會收到一封來自 Arcserve
的電子郵件，內含啟用連結。

7. 按一下電子郵件中提供的連結。

您的 Arcserve 產品試用期已延長。現在，您可以驗證已啟動的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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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Arcserve Backup「試用版」的試用期間

重要！您只可以延長產品試用版的試用期間一次。

Arcserve 可讓您線上延長 Arcserve Backup的試用期間。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登入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2. 按一下 [說明 ]，然後選取 [延長試用 ]。

[延伸試用版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從 [延長試用 ]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延長試用 ]。

3. 在您的瀏覽器中開啟延長試用期的申請頁面。

附註：如果延長試用的申請頁面沒有出現，請確認您的瀏覽器是否已封

鎖快顯視窗。

4. 請在 [延長試用 ] 的申請頁面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附註：標有 * 的欄位為必要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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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您必須開啟驗證電

子郵件，然後按一下連結以延長試用期間 。

連絡人姓名 (選用 )

指定您的名稱。

國家/地區

根據選取的國家 (地區 )，Arcserve 會識別公司核准的授權單位。

公司 (選用 )

指定公司的名稱。

連絡人電話號碼 (選用 )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預設值 (60天試用版，含來源資料限制為 1 TB 的所有功能 )

可讓您啟動資料限制為 1 TB 的 60天預設試用版。針對自訂的試用

版延伸需求，選取 [自訂 ] 核取方塊。

自訂

可讓您按照試用版延伸要求需求選取下面提及的自訂選項。

來源資料大小 (TB)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的 TB 倍數中所需的來源資料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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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實體節點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所需的實體節點。

否 .虛擬節點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所需的實體節點。

其他資訊

如有必要，請指定其他任何資訊。

5. 按一下 [提交 ]。

我們已收到您的試用版延長申請。

您會收到來自 Arcserve 的電子通知。

在您的延長申請獲得 Arcserve 核可後，您會收到一封來自 Arcserve 的電

子郵件，內含啟用連結。

6. 按一下電子郵件中提供的連結。

您的 Arcserve 產品試用期已延長。現在，您可以驗證已啟動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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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Arcserve UDP Archiving] 試用版

UDP Archiving 可讓您延長試用版一次。當試用期尚有 10天內到期時，延

長試用即會出現。您可以使用畫面頂端超級管理員名稱之前的 [通知 ]
圖示，來檢視試用版的最新日期。例如，通知會顯示上次試用期的最後

一天。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 UDP Archiving 主控台的右上角，按一下 [超級管理員 ] 圖示。

即會顯示多個選項。

2. 從選項清單中，按一下 [啟動和授權 ]。

[啟動和授權 ] 頁面隨即出現，顯示 [產品啟動 ] 索引標籤的詳細資

料。

3. 請於 [啟用和授權 ] 對話方塊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和名稱。

[延伸試用版 ] 選項隨即啟用。

4. 按一下 [延長試用 ]。

在您的瀏覽器中開啟延長試用期的申請頁面。

附註：如果延長試用的申請頁面沒有出現，請確認您的瀏覽器是

否已封鎖快顯視窗。

5. 請在 [延長試用 ] 的申請頁面中，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附註：標有 * 的欄位為必要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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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附註：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您必須開啟驗

證電子郵件，然後按一下連結以延長試用期間 。

連絡人姓名 (選用 )

指定您的名稱。

國家/地區

根據選取的國家 (地區 )，Arcserve 會識別公司核准的授權單位。

公司 (選用 )

指定公司的名稱。

連絡人電話號碼 (選用 )

以下列格式指定您的電話號碼：

國碼 - 電話號碼。例如：000-1122334455

預設值 (60天試用版，含來源資料限制為 1 TB 的所有功能 )

可讓您啟動資料限制為 1 TB 的 60天預設試用版。針對自訂的

試用版延伸需求，選取 [自訂 ] 核取方塊。

否 .信箱

指定試用版延伸要求所需的信箱編號。

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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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必要，請指定其他任何資訊。

6. 按一下 [提交 ]。

我們已收到您的試用版延長申請。

您會收到來自 Arcserve 的電子通知。

在您的延長申請獲得 Arcserve 核可後，您會收到一封來自 Arcserve
的註冊電子郵件，內含啟用連結。

7. 在您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中，開啟 Arcserve 寄出的註冊電子郵件，

並執行下列步驟：

a. 在註冊電子郵件中，按一下 [啟用連結 ]。

即會將您引導至 Arcserve 註冊頁面，這裡會出現 Arcserve 授

權入口網站，其中已輸入您的電子郵件。

b. 請輸入您喜歡的密碼，以在 Arcserve 授權入口建立您的設定

檔，然後再按一下 [儲存 ] 。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隨即開啟。啟動產品後，您

必須在管理 Arcserve 產品授權時登入。

8. 瀏覽至 Arcserve UDP Archiving 主控台，並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

籤，以直接管理您的授權。

9. 若需要檢視所有產品授權的最新狀況，請按一下 [重新整理授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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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按一下 Arcserve UDP Archiving 主控台右上角提供的 [ ] 圖
示，以檢視延伸試用版完成的狀態與最近日期。

您的 Arcserve 產品試用期已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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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rcserve UDP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Arcserve 可讓您在試用期間使用 UDP Workstation Edition。從 Arcserve UDP
5.0版更新 2開始，試用期結束時，對於尚未取得適當授權的任何使用

者，將提供免費的完整功能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此免費版適用於工

作站等級的硬體 (執行 Microsoft用戶端作業系統的筆記型或桌上型電

腦 )，並持續提供試用期間所有可用功能的完整存取，以及部份受限的

功能。

附註：Workstation Free Edition不支援 UDP資料儲存區。

重點：

試用期滿後，Workstation Edition (試用版 ) 會變更為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您仍然可以從 Arcserve UDP主控台管理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節點。

提供完整 Arcserve UDP "Workstation Edition"的精簡金鑰型升級方法。

您可以對本機磁碟、或對共用資料夾、或對任何其他不是 RPS的支

援目標執行備份，而不需要授權碼。

使用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時，您將無法選取 RPS作為備份目標。因

此，您將失去運用全域刪除重複功能的能力，此功能可大幅降低在

備份循環期間實際進行傳輸的資料量。在升級到完整的 Workstation
Edition後，即可使用此功能。

線上聊天功能會無法使用，但您可以使用線上社群型支援來解決問

題。

如需常見問題集，請參閱 Work Station Free Edition的常見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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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的常見問題集

下列常見問題集清單提供 Arcserve UDP Work Station Free Edition的相關資

訊︰

問：我可以使用試用版來測試 Arcserve UDP 的所有功能嗎？

答： 可以，您可以使用試用版並運用 Arcserve UDP的所有絕佳功

能，直到試用期滿為止。試用期滿後，Arcserve UDP的 Workstation
Edition便會自動回復為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問：如果已選取復原點伺服器 (RPS) 作為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節

點的目標，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答：您可以選取 RPS作為備份目的地。您 Arcserve UDP環境中可用

的授權計數會根據需要來使用 .

問：Arcserve UDP 知道使用授權的時機嗎？

答：Arcserve UDP有足夠的智慧可以判斷哪個節點需要授權，並只

會在必要時使用授權。如此一來，備份到共用資料夾便不會使用

授權。不過，選取 RPS作為備份目標會使用授權 (若有的話 )。接
著，您可以從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節點運用 (選取 ) RPS作為備份

目標，這會使用其中一個可用授權 (且不再是個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節點 )。

問：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是否適用於伺服器等級的作業系統 (例如

Windows 2012)？

答：否。Workstation Free Edition僅適用於執行任何受支援的 Windows
用戶端作業系統 (例如 Windows 7、8或 8.1) 的桌上型電腦及膝上型

電腦。若要檢視所有支援的作業系統清單，請參閱相容性一覽表。

問：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的產品支援又是如何呢？

答：您可以連線到以線上社群為基礎的支援，直接從產品中運用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支援。使用完整的 Workstation Edition，您即可

運用一些更強化且更快速的支援項目，例如 Workstation Free Edition
所沒有的「線上聊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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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瞭解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可協助您管理 Arcserve 產品的所有授權。入口網

站可讓您執行多種功能。在登入頁面上，請提供您在登錄期間所用的

相同憑證。

附註：第一次登入後，請使用入口網站來變更密碼。

您也可以使用登入頁面，以執行下列選項：

新登錄

幫助您執行 Arcserve UDP獨立代理程式或 Arcserve RHA的新登錄。

重要！此選項不適用於 Arcserve UDP v6.5或 Arcserve Backup r17.5的授

權。

說明文件

協助您完成第一次登錄和啟動 Arcserve UDP v6.5與 Arcserve Backup
r17.5授權時的資訊。

在離線模式下啟動/停用

此連結會瀏覽至特定頁面，您可以在此頁面上傳 offline.arc 檔案，以

便在離線模式下啟動或停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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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常見問題集 (FAQ)

可協助您找到其他使用者常見問題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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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探索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的登陸頁面會顯示下列欄位：

頂端列

您可以使用每個索引標籤，來執行特定動作。例如，登陸頁面會顯

示 [首頁 ] 索引標籤的選項。

首頁

可讓您建立授權集區，或新增產品的訂單。

離線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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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您在離線模式下啟動您的 Arcserve 產品。

線上啟動

可讓您在線上模式下啟動您的 Arcserve 產品。

使用量歷程

可讓您檢視您授權的完整使用量。

訂單歷程

可讓您檢視授權訂單的完整歷程。

下載金鑰

可讓您檢視並產生 Arcserve RHA和 Arcserve UDP獨立代理程式的金

鑰。

提要欄位

位於右上角，會顯示已登入使用者的名稱 /電子郵件 ID。您可以使用

下拉式清單選項來更新使用者設定檔和密碼。

通知圖示

會顯示關於產品到期日的詳細資料。

所選索引標籤畫面

頂端列下方的畫面會顯示所選索引標籤可用的欄位。依預設，登陸

頁面會顯示 [首頁 ] 頁面上可用的選項。按一下其他索引標籤可變更

中間區段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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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使用者選項

管理使用者選項

在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右上角，您可以檢視已登入使用者的名稱。

從使用者名稱的下拉式清單按一下選項，可讓您執行下列工作：

變更密碼

直接從入口網站更新您的密碼。輸入新的密碼，然後按一下 [變更密

碼 ]。

附註：您在 [輸入新密碼 ] 方塊中按一下時，會顯示您要變更其密碼

的電子郵件 ID。

編輯設定檔

讓您更新您的設定檔。您可以修改您的顯示名稱、連絡電話，以及

公司名稱。

登出

可讓您登出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我們建議 [登出 ] 選項，而不是

從畫面的控制選項關閉。

說明

可讓您檢視相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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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產品授權

管理產品授權

您可以使用 [首頁 ] 索引標籤來管理您的產品授權。一旦您登入，[首頁 ]
索引標籤會是預設的登陸頁面。如果您是在其他索引標籤上，按一下

[首頁 ] 索引標籤可管理您的授權。

從 [首頁 ] 索引標籤畫面中，您可以檢視授權集區的狀態，並管理授權

集區。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檢視授權集區的狀態

管理授權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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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授權集區的狀態

從 [首頁 ] 索引標籤畫面中，您可以檢視所建立的授權集區詳細資料。

您使用表格右下角可用的下列選項之一來排序清單：

依據授權集區名稱群組

依據產品名稱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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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授權集區名稱群組

使用此選項，可根據其名稱來檢視現有的授權集區清單。清單會顯示

多個欄位：

授權集區名稱

指的是集區名稱，並以集區名稱的字母順序排列。授權集區指的是

指派給一部或一部以上機器的授權群組。

您可以使用授權集區前方的圖示，展開或摺疊集區的所有名稱。您

也可以摺疊或展開個別的授權集區。

產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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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從授權集區使用授權的產品名稱。

Fulfillment Number

會顯示與訂單相關的 Fulfillment Number。

單位

指的是用於產品的單位類型。例如，電腦、通訊端、TB 等等。

購買數

指的是您為特定產品所購買的授權數目。

使用總數

指的是您從購買的授權中所使用的授權數目。

剩餘數

指的是您還可以指派給單位的可用授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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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產品名稱群組

使用此選項，可根據產品名稱來檢視授權集區的清單。

產品名稱

指的是授權集區所指派給的產品名稱。

Fulfillment Number

會顯示與訂單相關的 Fulfillment Number。

授權集區名稱

指的是指派給產品的授權集區名稱。

單位

指的是用於授權集區的單位類型。例如，電腦、通訊端、TB 等等。

購買數

指的是您為特定授權集區所購買的授權數目。

使用總數

指的是您從購買的授權中所使用的授權數目。

剩餘數

指的是您還可以指派給單位的可用授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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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授權集區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提供多種動作以管理授權集區。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新增訂單

建立授權集區

指派授權集區

修改或刪除授權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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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訂單

重要！ [新增訂單 ]選項可讓您將其他訂單納入已啟動的伺服器。

使用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您可以直接提供訂單的詳細資訊，並新增

至您的設定檔中。若要新增訂單，您必須擁有有效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有效且唯一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是指：

相符的詳細資料：同一張訂單的這兩項資訊都已傳送給您。

唯一的編號：這兩項資訊的編號都不在使用中。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在 [首頁 ] 頁面中，按一下 [新增訂單 ]。

2. 在 [新增訂單 ] 對話方塊中，輸入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然後按一下 [檢閱訂單 ]。

如果提供的 [Order ID] 和 [Fulfillment Number] 都不在使用中，則會顯

示 [新增授權至 ] 和 [授權集區名稱 ] 選項。

章節 8:使用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142



管理產品授權

3. [新增授權至 ] 索引標籤提供下列選項，可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a. 現有的授權集區：如果您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了 [現有的授

權集區 ] 選項，您便可以從 [授權集區名稱 ] 選取任何現有的

集區，然後按一下 [新增 ]。

附註：預設的情況下就會選取現有的授權集區。

b. 新增授權集區：如果您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了 [新增授權集

區 ] 選項，則應該在 [授權集區名稱 ] 索引標籤中提供您的授

權集區名稱，然後按一下 [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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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如果您要將訂單新增到在離線模式下所共用的現有集區

中，請採取以下步驟：

a. 瀏覽至 [離線啟動 ] 索引標籤。

b. 選取所有可用的產品。

c. 下載 activation.arc 檔案。

d. 將 activation.arc 檔案複製到個別的產品安裝資料夾：

l Arcserve UDP: {UDP安裝路徑 }/Management/Configuration
l Arcserve Backup : {Arcserve Backup安裝路徑 } 例
如：C:\Program Files(x86)\CA\ARCserve Backup\

l Arcserve UDP Archiving: /var/fas/www/Offline

e. 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中的重新整理，檢視新增的授

權。

系統會審查所提供的詳細資料是否唯一且正確。若成功通過審查

則會啟用 [新增 ] 按鈕。

4. 按一下 [新增 ] 按鈕。

便會新增訂單，並出現在授權集區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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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授權集區

[建立授權集區 ] 可讓您從預設的集區中，使用可用的授權來新增授權

集區。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在 [首頁 ] 頁面中，按一下 [建立授權集區 ]。

2. 在 [授權集區 ] 畫面中，輸入授權集區的唯一名稱。

附註：名稱不得與現有的授權集區名稱相符。

3. 從 [新集區數量 ] 選項，針對新集區指派想要的授權數目，然後按

一下 [儲存 ]。

附註：您可以從 [產品名稱 ] 列檢視剩餘的可用授權數目。根據您

的需求，從預設授權集區中不同的產品名稱輸入授權數目。

所建立的新集區會具有您指派的授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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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授權集區

您可以使用 [線上啟動 ] 索引標籤，指派或重新指派現有的授權集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線上啟動 Arcserve 產品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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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刪除授權集區

您可以修改或刪除現有的授權集區。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按一下 [首頁 ] 索引標籤。

現有的授權集區清單隨即出現。

2. 按一下您想要修改或刪除的授權集區名稱。

[編輯授權集區 ]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3. 從 [編輯授權集區 ] 選項：

若要修改，請更新 [集區數量 ]，然後按一下 [儲存 ]。

若要移除集區，請按一下 [刪除 ]。

147 Arcserve 授權指南



離線啟動 Arcserve 產品授權

離線啟動 Arcserve 產品授權

您可以使用 [離線啟動 ]，在離線模式下啟動您的 Arcserve 產品授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動 Arcserve UDP離線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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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啟動 Arcserve 產品授權

[線上啟動 ] 選項可讓您針對伺服器上可用的一或多個產品，檢視並啟

動授權。您可以從產品主控台指派或重新指派授權集區，然後驗證授

權的啟動狀態。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從清單中選取伺服器。

與所選伺服器相關的產品會出現在 [產品 ] 表格中。

2. 從 [變更授權集區 ] 的下拉式清單選項中選取集區，然後按一下

[套用 ]。

附註：所選集區會套用至 [產品名稱 ] 下方顯示的所有產品。

確認訊息隨即出現，通知您授權集區已指派給所選產品。

3. 按一下確認訊息中的 [確定 ]。

您可以檢視指派的授權集區。

4. 從 Arcserve 產品主控台確認授權是否已啟動。

例如：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後，若要檢視所有套用的授權，請從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瀏覽至 [協助 > 啟動與授權管理 ]視窗，然

後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

149 Arcserve 授權指南



檢視使用量歷程

檢視使用量歷程

[使用量歷程 ] 可讓您檢視您授權的完整使用量。

伺服器名稱

指的是用於授權的伺服器名稱。

產品

指的是伺服器上安裝的產品名稱。

產品版本

指的是產品的版本。

受保護的資料

指的是該版本產品的受保護資料量。

受保護的 RawData

指的是該版本產品的受保護未經處理資料量。

在儲存裝置上的資料大小

指的是該版本產品儲存區上的資料大小。

實體伺服器

指的是產品所使用的實體伺服器數目。

虛擬伺服器

指的是產品所使用的虛擬伺服器數目。

更新的日期

指的是上次更新日期。

狀態

指的是授權的目前狀態。狀態為作用中或非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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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訂單歷程

訂單歷程可讓您檢視授權訂單的完整歷程。

訂單編號

指的是您所收到訂單的 Order ID。

Fulfillment Number

指的是您所收到訂單的 Fulfillment Number。

產品

指的是您所下定的產品名稱。

數量

指的是您所訂購產品的授權數目。

訂單日期

指的是您下定的日期。

期數 (月 )

指的是訂單所適用的月數。

附註：「期數 (月 )」適用於以維護為基礎的訂單。

維護開始

指的是維護的開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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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結束

指的是維護的到期日期。

下載獨立代理程式/Arcserve RHA 的金鑰

您可以使用 [下載金鑰 ] 選項，來檢視並產生 Arcserve UDP獨立代理程式

或 Arcserve RHA的金鑰。

重要！ [下載金鑰 ]選項只適用於 Arcserve RHA 或 Arcserve UDP 獨立代理

程式。您可以檢視金鑰的相關資訊，也可以產生金鑰。

若要產生金鑰，您需要從 [產品名稱 ] 中選取其中一個選項，然後從 [數
量 ]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個數字。

附註︰只有當您已購買 Arcserve UDP 進階或以上版本時，Arcserve RHA才

會顯示在 [產品名稱 ] 下拉式清單中。

針對 UDP Agent for Windows/UDP Agent for Linux而產生的金鑰會出現並

顯示下列詳細資料：

產品名稱

指的是您針對其產生金鑰的產品名稱。

產品版本

指的是您針對其產生金鑰的產品版本。

數量

指的是為產品所產生的金鑰數目。

機碼

指的是產品為特定數量所產生的金鑰編號。

日期

指的是金鑰產生的日期和時間。

針對 Arcserve RHA 而產生的金鑰會出現並顯示下列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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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獨立代理程式/Arcserve RHA的金鑰

產品名稱

指的是您針對其產生金鑰的產品名稱。

RHA 訂單

指的是您針對其產生金鑰的 RHA訂單。

技能說明

指的是為產品所產生的金鑰技能說明。

平台

指的是為產品所產生的金鑰平台。

機碼

指的是產品為特定數量所產生的金鑰編號。

數量

指的是為產品所產生的金鑰數目。

日期

指的是金鑰產生的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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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9: 常見問答集

本節包含常見問答集︰

系統已連線至網際網路時，要如何強制離線啟動 155

為什麼經常收到來自 Arcserve 的授權相關通知 156

如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檢視最新的修改 157

為什麼我沒有收到 Arcserve 授權啟動電子郵件 160

為什麼我會在設備中收到授權錯誤訊息，即使有授權可用 161

當 Arcserve Backup和 Arcserve UDP在同一部機器上時，如何執行線上啟
動 163

當 Arcserve Backup和 Arcserve UDP在同一部機器上時，如何執行離線啟
動 164

如何為支援 NDMP的 NAS篩選條件，套用 Arcserve UDP以通訊端為基礎
版本的授權 164

如何為雲端中的伺服器套用 Arcserve UDP的授權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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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已連線至網際網路時，要如何強制離線啟動

系統已連線至網際網路時，要如何強制離線啟動

若要在系統已連線至網際網路時強制 Arcserve UDP離線啟動，請採取以

下步驟：

1. 導覽到下列位置：

C:\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Configuration

2. 開啟 EntitlementRegister_Windows.properties檔案。

3. 將伺服器名稱從 SERVERNAME=www.arcserve-register.com 修改為

SERVERNAME=www.dummy-arcserve-register.com。

4. 現在，執行連結中所述的離線啟動程序。

附註：所提供用以進行離線啟動的連結中，您可以看到說明線上

和離線機器的步驟。在此情況下，您需要在同一部上機器執行所

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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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經常收到來自 Arcserve 的授權相關通知

為什麼經常收到來自 Arcserve 的授權相關通知

Arcserve 根據年度訂閱提供產品授權。根據產品類型所收到的通知原因

如下：

Arcserve UDP：對於訂閱型授權，電子郵件與通知會傳送到已登錄

的電子郵件，通知訂閱會在特定天數內結束。例如，60、30、15和 0
天。

附註：瀏覽至 [訊息 ] 索引標籤，然後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

的 [詳細資料 ] 以取得訂閱結束日期。

Arcserve UDP 封存內部部署：對於訂閱型授權，超級管理員會接收

訂閱到期通知。從訂閱到期日期前 60天起，每隔 24小時會出現一

次此通知。

附註：訂閱到期日之後，提供 30天寬限期。寬限期結束後，超級管

理員以外的所有角色會登入失敗，超級管理員必須啟動產品授

權，才能啟用所有角色的登入。

Arcserve Backup：對於訂閱型授權，電子郵件與通知會傳送到已登

錄的電子郵件，通知訂閱會在特定天數內結束。例如，60、30、15
和 0天。

附註：訂閱結束日期詳細資料會顯示在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的右

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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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檢視最新的修改

如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檢視最新的修改

如果您正在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 Arcserve 一般使用者授權入口網

站，則 Arcserve 一般使用者授權入口網站中不會反映最新的修改。

若要檢視最新的修改，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在 Internet Explorer 按一下 [設定 ] 圖示。

2.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網際網路選項 ]。

[網際網路選項 ] 對話方塊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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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檢視最新的修改

3. 按一下瀏覽歷程記錄的 [設定 ]。

[網站資料設定 ] 對話方塊開啟。

選取 [每次造訪網頁時 ] 並按一下 [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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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檢視最新的修改

現在，您可以成功檢視最新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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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沒有收到 Arcserve 授權啟動電子郵件

為什麼我沒有收到 Arcserve 授權啟動電子郵件

有時候您可能沒有收到 Arcserve 授權啟動電子郵件。若要接收啟動電子

郵件，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請檢查您的信箱中的 [垃圾郵件 ] 資料夾。

或

請以手動方式確認或連絡您的管理員以瞭解

Arcserve.Registration@arcserve.com 電子郵件地址在電子郵件設定中

是否允許接收啟動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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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會在設備中收到授權錯誤訊息，即使有授權可用

為什麼我會在設備中收到授權錯誤訊息，即使有

授權可用

您可能會因為多種原因，而在設備中收到授權錯誤訊息。

在設備的活動記錄檔中，即使有授權可用，您也可能會收到下列的授

權相關錯誤訊息：

授權失敗 .請瀏覽至 [說明 -> 啟動和授權 ]，以找出此節點所需的正確授

權。

若要檢視設備可用的授權，請確認下列各項：

1. RPS也已升級至 v6.5且 Arcserve UDP主控台已偵測到 RPS 為設備。

顯示的圖示類型是否確認已在 Arcserve UDP 主控台中偵測到 RPS
升級。

設備上未執行 RPS 時會顯示的圖示：

設備上已執行 RPS 時會顯示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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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會在設備中收到授權錯誤訊息，即使有授權可用

如果看不到上面顯示的圖示，表示未偵測到 RPS伺服器為設

備。為協助主控台偵測 RPS，請在 Arcserve UDP主控台中，以

右鍵按一下 RPS，然後按一下 [更新 ]。

2. 所有的工作 /計劃的備份目標，都是在設備上建立的磁碟區中的資

料儲存區。

附註：只有備份目標是設備上的磁碟區時，才會使用到設備授權。

如果備份目標不在設備上，則您需要提供設備授權以外的其他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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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rcserve Backup和 Arcserve UDP在同一部機器上時，如何執行線上啟動

當 Arcserve Backup 和 Arcserve UDP 在同一部機器

上時，如何執行線上啟動

解決方案 1:

如果您要先啟動 Arcserve UDP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執行 Arcserve UDP的線上啟動程序。

2. 一旦 Arcserve UDP啟動完成後，按一下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中的

[重新整理 ] 以檢視啟動的授權。

3. 現在，開啟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其中 Arcserve Backup會自動啟

動。

解決方案 2:

如果您要先啟動 Arcserve Backup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執行 Arcserve Backup的線上啟動程序。

2. 一旦 Arcserve Backup啟動完成後，開啟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以

檢視啟動的授權。

3. 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的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中的 [重新整

理 ]，以檢視啟動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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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rcserve Backup和 Arcserve UDP在同一部機器上時，如何執行離線啟動

當 Arcserve Backup 和 Arcserve UDP 在同一部機器

上時，如何執行離線啟動

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先執行 Arcserve UDP的離線啟動。

2. 按一下 Arcserve UDP主控台提供的 [授權管理 ] 索引標籤中的 [重新

整理 ]，以重新整理啟動的授權。

附註：從 Arcserve UDP主控台重新整理授權。如果您嘗試從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重新整理授權，則顯示下列錯誤訊息：

無法完成重新整理授權 (rc=[5311])

3. 在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中，瀏覽至 CA_LIC資料夾並驗證 ca.olf 檔
案在下列路徑中是否可供使用：

C:\Program Files (x86)\Arcserve\SharedComponents\CA_LIC

4. 複製可在以下路徑中使用的 EntitlementRegister_Windows.properties
檔案：

C:\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Configuration

5. 在以下路徑中取代複製的 EntitlementRegister_Windows.properties檔
案：

C:\Program Files (x86)\CA\ARCserve Backup

6. 關閉再開啟 Arcserve Backup管理員。

Arcserve Backup已成功啟動。

如何為支援 NDMP 的 NAS篩選條件，套用

Arcserve UDP 以通訊端為基礎版本的授權

Arcserve Backup NDMP NAS選項會計算每個邏輯 NAS。因此，如果大型 NAS
有多個磁頭或多個 IP，則全都需要 Premium 通訊端授權。

同時，Arcserve UDP UNC 路徑 /CIFS保護提供的替代方案是無限遞增 (不同

於 NDMP)、具有更理想的資料重複刪除並可受惠於 RPS到 RPS複製，而

且可於標準版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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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雲端中的伺服器套用 Arcserve UDP的授權

如何為雲端中的伺服器套用 Arcserve UDP 的授

權

對於雲端執行個體，您可以使用每個作業系統執行個體授權，或是在

執行個體向作業系統呈現 vCPU時，盡量使用以通訊端為基礎的授權。

章節 9:常見問答集 165



章節 10: 疑難排解

本節包含下列主題：

啟動線上啟動卻導致離線啟動 167

升級至 Arcserve UDP v6.5獨立代理程式後，就無法使用入口網站的登入
憑證 168

如何安裝及解除安裝授權 SDK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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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線上啟動卻導致離線啟動

啟動線上啟動卻導致離線啟動

針對 Arcserve UDP：

在線上啟動 Arcserve UDP授權時，卻出現離線啟動視窗。

徵兆

如果您從具有網際網路連線能力的主控台啟動 Arcserve UDP，就會出現

離線啟動視窗。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用於啟動的機器上啟用了 Proxy。

解決方案

附註：本解決方案只適用於 Arcserve UDP v6.5更新 1。如果您有舊版的

Arcserve UDP，則請將 P00000715或 UDPV6.5U1修補程式套用至現有版本

的 Arcserve UDP，這樣解決方案才能發揮作用。

啟動之前，請將 PROXY_HOSTNAME 和 PROXY_PORT_NUMBER 參數新增到

EntitlementRegister_Windows.properties檔案中，檔案可在下列位置找到：

C:\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Configuration\

PROXY_HOSTNAME=<Customer Proxy Hostname>

PROXY_PORT_NUMBER=<Customer Proxy Port Number>

針對 Arcserve Backup：

在線上啟動 Arcserve Backup授權時，卻出現離線啟動視窗。

徵兆

如果您從具有網際網路連線能力的主控台啟動 Arcserve Backup，就會出

現離線啟動視窗。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用於啟動的機器上啟用了 Proxy。

解決方案

附註：有測試修正程式可用以解決這個問題。如需詳細資訊，請連絡

Arcserve 支援。

啟動之前，請將 PROXY_HOSTNAME 和 PROXY_PORT_NUMBER 參數新增到

EntitlementRegister_Windows.properties檔案中，檔案可在下列位置找到：

C:\Program Files (x86)\CA\Arcserve Backup

PROXY_HOSTNAME=<Customer Proxy Hostname>

PROXY_PORT_NUMBER=<Customer Proxy Por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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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至 Arcserve UDP v6.5獨立代理程式後，就無法使用入口網站的登入憑證

升級至 Arcserve UDP v6.5獨立代理程式後，就無

法使用入口網站的登入憑證

Arcserve UDP v6.5獨立代理程式升級後，就無法使用登入憑證。

徵兆

升級至 Arcserve UDP v6.5獨立代理程式後，就無法使用 Arcserve 授權入

口網站的登入憑證。您從舊版升級 Arcserve UDP獨立代理程式，且已在

舊版登錄產品改進計劃 (PIP) 時，就會發生此問題。

解決方案

解決辦法是遵循下列步驟：

1. 按一下連結，並瀏覽至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登入頁面隨即出現。

2. 從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登入頁面，按一下 [忘記密碼 ]。

3. 在 [忘記密碼 ] 頁面中，輸入 PIP註冊所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

按一下 [提交 ]。

4. 開啟上面所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

您會從 Arcserve 收到 [忘記密碼 ] 電子郵件。

5. 從該電子郵件中，按一下連結以啟動。

即會將您引導至 Arcserve 註冊頁面，這裡會出現 [建立密碼 ] 對話

方塊，其中已輸入您的電子郵件。

6. 在 [建立密碼 ] 對話方塊中，輸入所需的密碼，以建立您針對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的設定檔。

7. 按一下 [儲存 ]。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登入頁面隨即開啟。您可以使用新建立的

憑證登入 Arcserve 授權入口網站。

如何安裝及解除安裝授權 SDK

Arcserve 產品會使用每個版本安裝授權 SDK。您可以手動重新安裝、升

級或解除安裝。

若要安裝或升級授權 SDK，請依照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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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裝及解除安裝授權 SDK

1. 關閉所有 Arcserve 應用程式，然後停止系統上執行的所有 Arcserve
產品服務。

2. 請確認 lic98.dll 或 lic98_64.dll 不在使用中。

3. 執行下列任一項

對於 Arcserve Backup：裝載 Arcserve Backup iso並瀏覽至資料夾

\IntelNT\LICENSE。

對於 Arcserve UDP：在 UDP主控台機器中，瀏覽至以下 UDP安

裝路徑

X:\Program Files\Arcserve\Unified Data
Protection\Management\Deployment\D2D\IntelNT\LICENSE

4. 執行 BaseLicInst.exe。

5. 將 lic_comp_codes.dat從 \IntelNT\LICENSE 複製到 C:\Program Files
(x86)\Arcserve\SharedComponents\CA_LIC 並加以取代

若要解除安裝授權 SDK，請執行下列步驟：

1. 瀏覽至 C:\Program Files (x86)\Arcserve\SharedComponents\CA_LIC 資料

夾

2. 從 C:\Program Files (x86)\Arcserve\SharedComponents\CA_LIC 解壓縮

lic98_uninstaller.zip的檔案

3. 執行 rmlicense.bat以解除安裝授權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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