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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安装指南 

包装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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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硬盘托架抽出 
轻按托架锁孔处就会弹出托架面板，即可抽出（切记取不出时不要猛拉硬拽） 

 

 
 
、第二步：安装硬盘在托架上 
先将托架两边的卡扣取下，将硬盘放入托架，然后将卡扣扣入卡槽以固定住硬盘 
（下图为 3.5 寸硬盘安装步骤） 
 

 

 
2.5 寸硬盘安装步骤 

 

 
 

(注：2.5 寸硬盘需用螺丝固定)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第三步：将放入硬盘的托架垂直放入 NAS 设备中 
 

 

 
下图为硬盘托架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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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连接网络线 
 

 
 
第五步：连接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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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按钮 
 

 

 
第六步：开机检测（当按下电源按钮后，直到听见 NAS 设备“嘀”的一声，证明系统启动

成功，可以在局域网内搜索这台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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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网络自动安装 

到群晖官网上下载 synology assistant 搜索软件并运行搜索，请保证设备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

网并确保链接网络畅通 

 

双击“DiskStation”进入系统安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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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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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嘀”一声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新页面，提示创建用户、密码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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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步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系统更新的方式 

 
在此步创建一个 QuickConnect ID 账号供后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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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实际所需要的程序进行安装 
程序安装后就点击前往就 OK 了，下一步就可以进入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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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桌面后，第一步给设备固定一个 IP 地址，此 IP 要保证和客户端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

同一个网段 
具体设置步骤:打开控制面板-网络-网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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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安装 

在未安装设备之前，获取设备型号，到群晖官网上按照型号来下载相应的系统文件 
https://www.synology.cn/zh-cn/support/download 

 
到群晖官网上下载 synology assistant 搜索软件并运行搜索，请保证设备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

网 

 
双击“DiskStation”进入系统安装页面：即可进入设备管理界面 

https://www.synology.cn/zh-cn/support/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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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按钮直接进入浏览选择系统安装文件（注：不可刷低于默认版本的低版本系统） 

 
在浏览选择界面选择已下载好的系统安装文件（即*.pat 文件）后，点击立即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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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提示删除硬盘 1 上的文件（如图下）将勾打上点击确定 

 
点击下一步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听到“嘀”一声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新页面，提示创建用户、密码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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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步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系统更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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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步创建一个 QuickConnect ID 账号供后续使用 

 
选择实际所需要的程序进行安装 
程序安装后就点击前往就 OK 了，下一步就可以进入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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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桌面后，第一步给设备固定一个 IP 地址，此 IP 要保证和客户端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

同一个网段 
具体设置步骤:打开控制面板-网络-网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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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一台 NAS 的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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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存储空间规划 

第一节：有数据保护 
系统安装与网络设置完成后，接下来要对磁盘进行分配，Synology 群晖产品自带一种建立磁

盘的方式“SHR”另外一种为 RAID，“SHR”相当于 RAID1，（装了 2 块硬盘的 NAS）一块硬

盘用来存数据，一块用来做保护。 
首先进入 web 管理界面打开主菜单-存储空间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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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 模式：进入存储空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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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即完成 SHR 模式 
RAID 模式 
RAID 有 RAID1、RAID5、RAID6、RAID10 
无数据保护：Basic、JBOD、RAID0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第二节：无数据保护（硬盘空间完全释放） 
RAID0、Basic、JBOD、（SHR）三种模式均为无数据保护的模式适用于用户无需数据保护且完

全适用硬盘空间 
SHR 选择有保护和无保护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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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硬盘 1 的空间建立完成，再做硬盘 2 的空间，建立硬盘 2 的空间的时候同样选择 SHR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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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成后即可实现两块硬盘空间完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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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Synology群晖 DSM 系统网络设置 

Synology 群晖 NAS 存储设备网络设置方法： 
第一步：登录到 nas，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常规 

1、常规：NAS的系统名称（即网络主机名） 

2、NAS 设备的默认网关设置（针对局域网内有两个网关时使用） 

3、DNS 服务器地址设置 

4、代理服务器（通过设置代理服务器的 IP地址和端口进行访问） 

 
二、网络界面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1、新增 
新增 BOND 链路聚合，起到负载均衡的作用 
2、编辑 
选择其中一块网卡选择编辑进入网卡参数设置（PPPOE 一般用于拨号联网的网络通过账号进

行网络访问） 

 
三、流量控制 

 

通过流量控制对内置应用程序或端口进行流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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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静态路由 

 

通过运营商所提供的 IP 信息进行联网 
五、DSM 设置 
1、DSM 端口 

 

DSM 端口在此处更改 NAS 的 IP 地址访问端口 
2、域 
自定义添加域，通过域名来访问 NAS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第四章 
用户与用户群组 

打开用户账号图标 

 

在这里选择新增即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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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名称为账号名，设置密码为必填（如无需密码可返回上一页高级选项中关闭用户密码强度限

制） 
步骤 2 

 
系统默认的三个用户群组 
administrators：管理员组加入此组拥有最高管理权限 
http：用于 web services   USER：普通用户（管理员不分配权限其账号无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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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针对于当前新建的账号访问共享文件夹的权限，（新装用户共享文件夹未建立时此页空白） 
步骤 4 

 
用户空间配额，当管理员在新建用户的时候需要给当前用户账号一个使用容量做一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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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对当前所建立的用户的应用程序访问权限进行分配（如拒绝某一程序，此用户在网页登陆

DSM 系统时将不会出现在系统桌面或者说已禁止使用） 
步骤 6 

 
此页面针对当前所建立的用户在使用应用程序的时候进行的网络传输速度进行限制 
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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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即新增一个用户成功 
关于用户权限需要和共享文件夹权限是相辅相成的，权限可以在建立用户的时候建立，也可

以在新建共享文件夹的时候去分配（建议在建立用户和共享文件夹以后再去做共享文件夹权

限分配）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第五章 
创建文件夹共享与权限访问 
共享文件夹一项主要针对文件夹进行建立、编辑与管理,如需访问需到 file station或通过

网络实现文件存储、共享 
共享文件夹选项里有“新增”“编辑”“删除”“加密”“动作” 

 
新建共享文件夹可以有两种方式建立 

1、打开控制面板第一项共享文件夹 

2、打开 file station，选择新增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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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件夹即 NAS 内文件夹主目录，可以映射磁盘到客户端电脑上以实现网络共享，其中

主目录内的文件夹不可映射网络磁盘到客户端电脑上，为防止误删，强烈建议开启回收站功

能 

 

权限设定 

 

指定某一个主目录给用户账号分配权限，应在 file station 分配，选中要分配权限的主目录右

键属性，默认有管理员组，可点击新增用户和用户组以及域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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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选择好某一用户或用户组后，即可分配权限读取或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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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限编辑器中类型可选择“允许”“拒绝”来控制权限，应用于一项可对主目录的子文件

夹和子文件进行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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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移动端访问 NAS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私有云存储专家

通过移动端在外网连接访问NAS

企业内部局域网

Synology群晖NAS网络存储

移动端访问图介绍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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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云存储专家

• Qicukconnect Synology ID 自动解析域名

• 公网固定IP地址（端口映射）

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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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connect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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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用户：App Store——搜索“Synology”

安卓用户：360手机助手、腾讯应用宝、软件应用中心——搜索“群晖”或

“Synology”

DS file --------------文档管理 DS cloud -----------云同步 DS note ------------云笔记本

DS Photo+ --------- 相册管理 DS cam ------------安防监控 DS video -----------视频影片

DS audio -----------音乐遥控器 DS download -------远程下载 DS finde -----------设备管理

APP搜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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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端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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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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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端登陆界面

登陆到file station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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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网固定IP即运营商给企业所建的一条专线
并配置IP地址

公网固定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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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固定IP地址访问

通过公网固定IP访问NAS需在网络网关设备做端口映射，其中端口号群晖
NAS默认：5000（可更改）更改方法详见第二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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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端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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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登陆界面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私有云存储专家

Ipad端通过公网IP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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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数据同步（Cloud Station Drive）  
数据备份共享网络拓扑： 
 
 

   
请保持 NAS 和主机电脑同一个网络同一个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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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 NAS 设备控制台，到套件中心里面安装一个“Cloud Station Server”软件，下载安装

后，在菜单按钮里找到打开，下载插件“Cloud Station Drive”下载后安装到客户端主机上进行

安装 

 

 
把需要同步的文件夹的同步功能和版本开启，未开启的文件夹在同步的时候是不可选的，版

本可以选择最高 32 个版本即历史文件，版本可关闭或选择更低（版本多意味着要占用一定

的硬盘容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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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同步软件后，将软件安装客户端电脑上去，然后实现电脑端与 NAS 端的同步，安装完

成后打开桌面图标进入联机同步设置

 

点击立即开始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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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文件路径连接后即可实现实时备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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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进入 Cloud Station Drive 同步管理界面 

 

此页面可增加同一台 NAS 的文件同步或另一台 NAS 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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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客户端主机与 NAS 同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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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据备份（Cloud Station Backup） 

首先下载一个 cloud station backup 文件到客户端主机上进行安装 
 

 
 
安装后运行软件保证客户端主机可以和 NAS 设备连接畅通 
 

 
把需要备份目的地的文件夹的备份功能和版本开启，未开启的文件夹在备份设置的时候是不

可选的，版本可以选择最高 32 个版本即历史文件，版本可关闭或选择更低（版本多意味着

要占用一定的硬盘容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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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备份软件后，将软件安装客户端电脑上去，然后实现电脑端文件备份到 NAS 端，安装

完成后打开桌面图标进入联机备份设置  

 

 

点击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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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第一步选择好需要备份到 NAS 的磁盘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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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好备份目的地的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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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 

 

 

 
备份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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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超级备份 

超级备份包含两个套件：备份应用、备份库即以下两个套件，超级备份不仅可以对 NAS 硬盘中的数据备份

也可以对 NAS 中所安装的套件“应用程序”进行备份。 

一、数据备份（单台 NAS 备份） 

 

1、打开 Hyper Backup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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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备份任务 

 

本地共享文件夹和外接存储 

本地共享文件夹备份是同一台 NAS 中的两个共享文件夹之间的备份，外接存储备份是由 NAS 端的文件向

USB 外接存储设备备份文件（如 U 盘、移动硬盘、硬盘盒存储） 

3、选择备份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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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备份源 

 

选择你需要备份的文件夹（建议备份源和备份目的文件夹属不同的存储空间） 

5、备份应用程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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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备份设置 

 

页面内可对本次备份任务进行命名、备份通知、加密和备份计划管理 

 7、启用备份循环  

 
备份循环可选择对所备份的文件历史版本进行保留，选择后，点击应用并立即备份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到此文件备份成功，此备份功能所备份的文件不是明文文件，如需查看需要还原备份点，将

备份资源管理器查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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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还原 

1、还原 

 
当备份成功后，如果想还原以前数据，选择第二个按钮“还原”数据（文件还原出来，将还原到选择的备

份源文件夹上。还原至的路径不可选。） 

2、选择要还原的备份版本 

 

选择你要还原的备份版本进行还原文件和应用程序 

3、选择还原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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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还原系统配置可选还原系统配置 

4、选择要还原的共享文件夹 

 

5、选择要还原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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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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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第三方公有云同步 

    在套件中心搜索 Cloud sync，即第三方云同步，所支持的云盘

有：Dropbox、Google 云端硬盘、OneDrive、Amazon Drive、百度云、box等等（详见 cloud 

sync） 

以百度网盘为例 

 

选中要连接的网盘，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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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到你的公有云账号 

 
选择 Agree同意，进行下一步 

 

设置要同步的本地端路径和公有云端主目录文件夹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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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同步上传下载的方式 

 

配置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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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设置 

 

设置好同步，即可查看云端或 NAS端的文件是否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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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网络摄像机监控存储 

Synology 群晖监控专用机型：NVR216（详见群晖官网） 

         

（以下为桌面型 DS216+II 为例）Surveillance Station 网络摄像机服务站 

在购买摄像机时确认一下您所购买的摄像机，在群晖的设备中是否支持 

（摄像机需支持 ONVIF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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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进入网络摄像机管理页面（进入摄像机管理页面 Synology 官方建议使用 IE 浏览器，因为

Surveillance Station 里的插件 NPAPI 在谷歌或火狐暂停支持） 

添加网络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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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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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摄像机的 IP 双击进入登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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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成功，点击完成 

 

 

完成设置，正在录制并保存到 nas硬盘中，默认路径为主目录“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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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晖监控系统中有 2个摄像机免费授权，超出 2 个要向设备提供商购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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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创建NAS网络映射磁盘 

为了您方便使用ＮＡＳ存取文件，本节为您讲述如何在您的电脑上创建网络映射驱动器 
首先要确定你的电脑能正常访问ＮＡＳ，再获取ＮＡＳ的ＩＰ地址，在 Synology Assistant
搜索软件中获取 IP 地址如下图：（如找不到此软件 Synology Assistant，可与管理员联系）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获取到 IP 地址后，打开电脑系统中的“运行”（亦可“WIN 键+R”换出运行窗口），输入“\\
加上 IP 地址”如下图格式 

 
点击运行中的确定即可进入 NAS 共享文件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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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您要映射的文件夹选择“映射网络驱动器” 
 

 

 

 
如有出现错误或无法连接，您要考虑您的电脑是否和网络上的 NAS 是能否互通的或者联系

一下管理员查看一下是否有映射共享文件夹的权限，出现此磁盘证明映射 NAS 共享文件夹

成功，即可对共享文件夹进行存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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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VPN 服务器 

建立 VPN Station,首先到套件中心搜索下载 VPN Server。 

 

打开主菜单里的 VPN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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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晖服务器中的 VPN有三种： 

                         PPTP VPN 

                         OpenVPN 

                         L2TP/IPSecVPN 

这里我们选择设置 PPTP VPN服务器 

 

选择动态 IP 地址为 10.0.0.0 后，应用确定。这样 VPN 服务器就建立成功了。

 

请确认你的网络已经将 1723端口打开，并没有防火墙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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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登陆 VPN，Windows7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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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的 Internet连接（VPN）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出现此界面，连接 VPN就已成功！此时可以连接其 VPN网络中的内网计算机以及 NAS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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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FTP服务器 

开启 FTP 功能 

勾上启用 FTP 服务，其他保持原始参数即可 

 

向下滑动，有 SFTP服务、FTP文件传输速度限制和传输日志及根目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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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浏览器登陆 ftp 访问 NAS文件，在地址栏输入：“Ftp://nasIP 地址” ，然后输入 nas

用户名密码登陆访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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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快照备份 

快照是对 NAS 中某一个主目录进行打包备份，快照备份的一个优点是不会受病毒的侵入干

扰，有效的预防文件被病毒损毁。 

快照只针对 CPU 是 64 位的机型 
 

 
总览显示所做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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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所需要做快照的主目录文件夹，点击设置开启快照计划任务 

 

快照备份最低支持 5 分钟一个快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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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所需要保留的快照版本，版本越多，所占用的容量就大 

 
高级选项中可以对快照以时间来命名及可让用户浏览快照文件夹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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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你的历史文件 

 
按照时间点来恢复你的历史文件夹和文件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旭耀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13626824406  QQ：3128463533 企业 QQ：4008441678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6 幢 45 号 

 
下载你所备份的文件及文件夹，以实现文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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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DDNS外部登陆访问（DDNS自动域名解析） 

 

打开外部访问选择 DDNS选项，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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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供应商，并测试一下联机，测试主机名称是否已被占用 

 

给域名命名一个前缀，通过此名称加上后面的二级域名，来访问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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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访问格式

 

 

通过 DDNS自动域名解析从外网访问 NAS，访问格式："xykj.synology.me:5000" 

即域名加上端口（端口设置请详见第三章网络设置） 

群晖设备中可以有三种方式通过外网来访问 

1、公网固定 IP地址（需要本地宽带支持） 

2、Quickconnect ID 

3、DDNS域名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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