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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是儲存最重要的本質



家庭檔案分享、
SOHO 族個⼈人⼯工作室

企業 IT 架構、
儲存設備

跨平台與跨裝置
同步應⽤用、檔案分享、

⾏行行動APP。

「檔」我們同在⼀一
起，備份更更容易易！

打破地點、平台與裝
置的限制，到哪都可
以存取資料！

虛擬化應⽤用、⽣生產
⼒力力⼯工具、多媒體娛樂典
藏中⼼心、視頻監控解決
⽅方案、⾏行行動App、電腦

應⽤用⼯工具。

⽣生活中與⼯工作上的應
⽤用服務，打造智能資
料中樞。

什什麼是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資料儲存
與保護中⼼心



NAS 是企業或個⼈人資料儲存中⼼心， 
也是駭客感興趣的⽬目標



駭客任務的攻擊⽬目標

1.易易破解的密碼
2.未更更新存在漏洞洞的舊版軟體
3.預設連接埠(Port)
4.不安全的系統設定
5.未使⽤用加密連線(HTTPS)

⼀一時疏忽的設定讓資料外洩，⼀一直是全球最重要
的資安問題，越容易易的事情反⽽而越容易易被忽略略！



挖礦、後⾨門
程式、惡惡意
程式

加密勒勒索
GDPR 
贖⾦金金勒勒索

漏洞洞或弱點
入侵

2017年年 2018年年

使⽤用預設密碼、軟
體未更更新，尤其是
IoT裝置無時無刻
連網的特性，成為
攻擊⽬目標！

先盜竊個資，再以
將資料外洩使企業
受GDPR鉅額罰⾦金金
為威脅，來來勒勒索贖
⾦金金。

駭客植入比特幣
挖礦程式在NAS
上，讓NAS無聲
無息的幫駭客挖
取比特幣...

受害者被要求在規
定期限內⽀支付贖⾦金金
以解密被惡惡意加密
的檔案，否則將失
去珍貴的資料。

駭客勒勒索再進化



別讓⼈人為疏失， 
成為資安防範的漏網之⿂魚！



QNAP NAS 資安管理理

檢視
安全設定

善⽤用
防毒防駭軟體

關注
資安公告

做好
備份保護



檢視安全設定，可由四個⾯面向下⼿手

帳⼾戶 網路路 系統 更更新

對抗個資外洩的贖⾦金金勒勒索



1. 增強密碼安全性：使⽤用強式密碼原則、定期更更改密碼
2. 開啟兩兩步驗證：兩兩步驟驗證讓使⽤用者帳號多⼀一層OTP安全
碼來來做登入認證。

3. 使⽤用IP⿊黑⽩白名單：存取控制可設定來來源 IP ⿊黑名單 / ⽩白名
單，決定是否允許連線。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網路路 系統 更更新帳⼾戶安全設定



增強密碼安全性



開啟兩兩步驗證



使⽤用 IP ⿊黑⽩白名單



1. 關閉不⽤用的服務：例例如 Telnet/SSH/FTP/TFTP 伺服器

2. 修改連接埠(Port)的預設值：例例如 SSH/HTTPS/HTTP

3. 使⽤用網路路服務時，開啟加密選項

4. 別讓NAS直接暴暴露在外網！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網路路 系統 更更新帳⼾戶安全設定



關閉不⽤用的服務：例例如 Telnet/SSH/FTP/TFTP 伺服器



修改連接埠(Port)的預設值：例例如 SSH/HTTPS/HTTP



使⽤用網路路服務時，開啟加密選項，例例如：FTP



1. 使⽤用 SSL/TLS 憑證：SSL/TLS 加密協定及安全憑證相關功能，讓

連線更更安全，QNAP 提供 Let's Encrypt (免費)、myQNAPcloud 

SSL Certificate (付費)

2. 啟動網路路安全防護：連線⾏行行為偵測可依照通訊協定，定義判定為攻

擊的條件，並在符合時封鎖該來來源 IP。

3. 避免安裝來來路路不明的應⽤用程式 

安全設定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網路路 系統 更更新帳⼾戶



使⽤用 SSL/TLS 憑證



啟動網路路安全防護 



避免安裝來來路路不明的應⽤用程式



定期檢視更更新：

1. 韌體 (QTS) 
2. 應⽤用程式 (App)
3. Malware Remover
4. 病毒防護 

訂閱資安公告，取得最新資安消息

安全設定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網路路 系統 更更新帳⼾戶



定期更更新韌體 QTS



定期應⽤用程式 



定期更更新防毒軟體



關注資安公告，更更新韌體或應⽤用程式



善⽤用防毒防駭軟體: 
病毒防護、Malware Remover

對抗挖礦程式、後⾨門程式、 
惡惡意程式



安全設定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

1. McAfee：⽤用⼾戶可額外購買更更專業的防毒軟體。 
2. ClamAV：QNAP 提供給⽤用⼾戶免費的防毒軟體。 
3. Malware Remover：針對 QNAP NAS 進⾏行行掃描並
主動移除惡惡意程式。



McAfee   
3/15 

 限時優惠！



ClamAV 

Best Linux Antivirus: Top 3



Malware Remover  



對抗加密勒勒索軟體 
做好備份保護: 
快照功能、混合型備份、加密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備份 加密快照安全設定

QNAP 區塊層級的快照 (Snapshot) 能有效避開檔案層級的勒勒索軟體攻擊！

區塊層級快照

QNAP 區塊層級快照⽀支援增量量備份形式，僅複製變動
的快照內容，不但節省儲存空間，亦讓備份與還原時間
更更有效率。

⼀一鍵還原

利利⽤用快照回復檔案只需短短數分鐘。由於快照與檔案系
統已作區隔，即便便磁碟區中的檔案受到勒勒索病毒感染，
仍可即時選擇快照資料並進⾏行行回復。

快照保留留空間

加密勒勒索軟體若若持續寫入資料，可能會造成儲存空間
不⾜足，使得快照保護無法正常運作。QNAP 獨特的
「快照保留留空間」功能可預設特定儲存空間保留留給快
照使⽤用，避免上述問題。

快照同步 (Snapshot Replica)
快照建立後，您還可再度將這些快照備份⾄至遠端 
QNAP NAS 或伺服器，確保雙重保障。

優於業界，⽀支援機種多，提供磁碟區外的快照保護，⼀一旦檔案系統受到勒勒索病毒攻擊，可直接
在本機端快速進⾏行行還原，以保護重要資料，避免⼯工作中斷。



能避開勒勒索軟體攻擊

QNAP 快照保留留空間！
QNAP 區塊層級的快照(Snapshot) 
能有效避開檔案層級的勒勒索軟體攻擊！

勒勒索軟體加密引擎

他牌



QNAP 混合型備份與同步中⼼心 (Hybrid Backup Sync) 快速達成檔案復原。

整合資料備份、還原、同步等強⼤大功能到⼀一個 QTS 應⽤用程式中，您可輕鬆將 QNAP NAS 
中的資料備份或同步到：

➔另⼀一台 QNAP NAS
➔遠端伺服器或雲端備份空間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快照 加密備份安全設定



QNAP 混合型備份與同步中⼼心 (Hybrid Backup Sync) 
快速達成檔案復原！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快照 備份 加密安全設定

NIST CAVP AES 演算法驗證 / 硬體加速 AES-256 磁區 
加密保護，讓重要資料不外洩！

QNAP 的磁碟區加密 (Volume Encryption) 通過 NIST CAVP AES 演算法驗證 ，
並以 AES 256 位元來來對 NAS 上磁碟群組進⾏行行加密。 

唯有透過預先設定的密碼，才能正常讀寫加密磁碟群組。即使硬碟或整個伺服器遭

竊，加密機制仍可保護資料，防⽌止機密資料外洩。



通過 NIST CAVP AES 演算法驗證 / 硬體加速 AES-256 磁區  



 資料夾加密功能，讓重要資料不外洩



關注資安公告 
CVE and Security Advisory

對抗駭客趁「虛」⽽而入



安全設定 備份保護防毒防駭軟體 資安公告

1. QNAP 具有 CVE ID 指派權：獲得美國非營利利組織 MITRE 認證，成為 CNA 計畫成
員，可為公司內部或外部⼈人員所揭露的產品安全性問題指派 CVE ID，有效掌握產
品安全性。

2. QNAP 資訊安全通報 (Security Advisory)：QNAP 指派 CVE ID後，將公開及透明
地處理理產品安全性問題，並且即時修正安全性弱點。

通報 處理理 公告



全球僅 84 個組織取得 CNA 資格，台灣僅 3 家， 
QNAP 是其中之⼀一！

通⽤用弱點揭露 (CVE®, Common 
Vulnerabilities and Exposures) 由
美國 MITRE 負責維護 。取得 CNA 
資格才可指派 CVE 識別碼。



QNAP 安全性弱點回報及通知

回報安全性弱點 訂閱資安通報電⼦子報 產品技術⽀支援



資安管理理，我們還做了了這些...

弱點掃描
透過⼯工具來來掃描 NAS 
是否有資安漏洞洞。

滲透測試
與駭客專家合作，實作測試
程式是否有資安漏洞洞。



Coming S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