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篇

由于大多数家庭的有线网络仅作入户，而

应用网络几乎采用无线 WI-FI！鉴于家庭影音
视频用的较多，传输需要大量流量，则综合考虑

为无线路由器又不能胜任。咋办？经比较，看

TP-LINK TL-PA201 套装 200M 电力线适配
器两只装新款（俗称电力猫）不错，于是将其作

为最佳选择，选择的本套装是 200M 电力线
+100M以太网的。电力猫买来不需要任何配置
就可以直接使用，但也可自改, 可把电力猫配置
里的 "网络名称" 改成非默认的（见图 1），这需
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 PLC的管理程序, 电力猫
的光盘里有, TP-LINK的网站也可以下载。这
个网络名称一旦修改, 后续再加入新的电力猫,
也必须要把网络名称改成相同的, 才能把这些
电力猫接入同一个网络中。

有线网络搭建好了后, 剩下就是无线的覆
盖。 在次卧的无线路由器要穿透到客厅和主

卧的远端有点困难, 尤其是到主卧, 需要穿两
堵墙 , 信号衰
减严重。 于

是考虑在客厅

再放一个无线

路由器 , 通过
电力猫级联在

主路由器下 ,
同时为了扩展

主卧的信号 ,
在主卧门口的

插座上放置一

个无线扩展器。最终布局图见图 2。
无线扩展器, 选择的是 TOTOLINK EX300

（见图 3）, 具有 300M无线速率, 双外置天线,
带一个以太网

口, 可以变成无
线 AP, 自带开
关, 不在家的时
候可以顺手关闭

省电。至此 , 家
中的有线和无线

网络已经搭建完

毕, 为后续 HT原
PC和 NAS的实施建立了基础。

HTPC篇
选 HTPC也很纠结, 因为想用黑群晖, 但

又不想单独配一台机器。想用 ESXi, 找双网卡
的小主板又很困难, 显卡直通之类的配置也很
麻烦。最终决定了使用 Win 8.1 + HyperV。

然后就开始选配置，首先当然是 HTPC的
面子———机箱, 笔者所选为乔思伯。由于需要
有 NAS的功能, 首要要求就是硬盘位够多, 放
在客厅体积又不能太大。于是看中了乔思伯

V4, 优点: 支持标准大电源, 支持 M-ATX主板,
前置 USB3.0, 全铝拉丝够漂亮，不过还是有一
点遗憾 : 只有 3 个硬盘位 , 3x3.5 或 2x3.5 +
1x2.5, 作为 NAS来说稍显不足, 这个问题在后
面通过一个配件来解决。既然机箱支持标准大

电源, 那选择就很多了, 找名牌大厂的产品, 选
了航嘉冷静王 350W。

主板所选必须满足 SATA口足够多和支持
RAID两个硬指标, 还得是 ITX或 M-ATX的小
板, 在某东上翻了半天, 选择并不多, 最后选中
了技嘉 H97M-D3H（见图 4）, 6个 SATA 口,
支 持 RAID, 板 载 4xUSB3.0 + 2xUSB2.0,
VGA + DVI + HDMI 三显, DP口这样小众的
显示接口不要也罢。 唯一稍显遗憾的是, 没有
mSATA 接口, 如果用 SSD做系统的话, 会多
占用一个硬盘位和 SATA口。

CPU, 选了奔腾 G3258, 用不着 i5那么高

端, 赛扬什么的也弱了点, 这款就是看中性价
比。如果想要超频, 这款也是个神器。不过为了
稳定, 所以并不考虑超频。

内存 , 选了骇客神条单条 8GB 1600 蓝
色。 不过貌似这个 CPU只支持到 1333。

显示器, 因为是 HTPC, 所以忽略之; 键盘
鼠标, 用之前闲置的无线套装。
硬盘, 也暂时先用闲置的。
东西选完, 在某东和某迅等网站下单 , 第

二天就收到。开箱, 组装, 接线, 一次点亮, 运气
不错。紧接着安装 Win 8.1和 HyperV, 再安装
相关的播放器等软件, HTPC的功能就 OK了。

关于硬盘的配置和分配, 安装系统和相关
Windows软件用了一块 1TB 2.5硬盘; 手上还
有两块 2TB 3.5 硬盘 , 准备用这两块硬盘做
RAID 1, 存储重要的文档和照片等; 还想加一
块硬盘存储电影等不那么重要的文件。但是前

面提到乔思伯 V4 只有 3 个硬盘位 ,3x3.5 或
2x3.5 + 1x2.5, 怎么也没法装第四块硬盘 , 咋
办？于是在万能的某宝搜到了这货, 可以在一个
3.5 盘位安
装两个 2.5
硬盘 , 这样
就可以安装

四 块 硬 盘

了。上某宝

搜索 3.5 寸
转双 2.5寸硬盘架就能找到, 材质有塑料的有
金属的, 选的是图 5这样的。

NAS篇
既然要用 HyperV 虚拟机来安装黑群晖 ,

首先自然要配置网络, 先需要在 HyperV的虚
拟交换机里配置一个外部网络的虚拟交换机,
后续虚拟机的网卡就连接到这个虚拟交换机上

（见图 6）。

接下来,要在 BIOS的 RAID管理程序中,为
两个 2TB硬盘建立 RAID 1，这样在操作系统中
看到的就是一个硬盘。将这个磁盘在Win8中脱
机,再把这个磁盘直接挂到虚拟机上（见图 7）。

接下来就是安装黑群晖系统了。找到

NANOBOOT 的 ISO 文件 , 挂载到虚拟机里 ,
打开虚拟机 , 启动后选择 Install/Upgrade. 等
DSM系统安装完成后, 每次启动自动进第一项
就可以了。

后续的步骤就很简单了, 在同一局域网的

其他电脑中安装 Synology Assistant, 搜索到
这台机器, 对应型号安装群晖的 DSM 系统就
可以了（见图 8）。

安装完 DSM，用设定的管理员密码登录,
就可以对存储空间进行管理。因为我有两个逻

辑硬盘, 所以建立了两个存储空间, 分别存储
电影和重要文件。然后在 File Station中建立不
同的共享文件夹, 再设定不同的权限, 就可以
正常使用了（见图 9）。

关于 DSM的使用, 网上的教程一搜一大
把, 不管是白裙还是黑裙, 软件的使用都是一
样的。值得一提的是 DSM内置了很多有用的插
件 , Download Station 可以实现远程下载 ,
Video Station配合手机 App可以将 NAS打造
成为手机媒体库, Cloud Station配合 PC端软
件和手机 App可以建立私有云, DSnote可以
实现私有云笔记系统, 此外还有 HTTP服务器,
DNS服务器, Wordpress, phpMyAdmin 等等
各种插件。

客户端软件, DDNS和功耗
1. HTPC软件
首先是远程控制软件, 常用的是向日葵和

Team Viewer, 基本功能都类似, 就是穿透内网
直接远程控制 HTPC。

其次是播放软件, PC 端的播放软件太多
了, 这个见仁见智。 如果愿意折腾, 也可以用
强大的 XBMC Windows版。

最后就是虚拟机, 前面提到的黑群晖就是
在虚拟机里。另外还建了一个虚拟机 , 安装
WinXP系统, 主要作下载机用, 随时可以恢复
初始状态, 不怕病毒和各种垃圾软件 (下载资
源你懂的)。下载完的媒体文件可以直接拷到
NAS上, 由于是同一台物理机器, SATA3的内
部读写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2. 手机/平板/电视盒 App
首先当然是播放器 , 播放器当然首选

XBMC。XBMC 可以通过 Samba 协议访问
NAS上的媒体文件并播放, 在百兆局域网的情
况下 (千兆的瓶颈在电力猫这里), 可以顺畅的
观看和快进快退, 体验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是 DSM的各种软件, DSfile可以远
程管理 NAS上的文件, DSVideo 可以远程转
码播放, DScloud可以架设私有云, 实现文件
同步备份, DSphoto 可以远程管理 NAS 上的

照片, DSnote可以实现云便签功能等。
3. DDNS
既然提到了私有云, 就必须提到 DDNS。

简单说来就是把电信运营商给你提供的动态 IP
地址映射成域名, 以实现在 IP地址变动的情况
下, 可以用固定的域名访问。

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花生壳, 并且我的主
路由器 DDWRT软件支持更新花生壳, 按照图

10的配置就可以轻松启用花生壳。DDNS成功
后, 还需要对各种应用的端口作映射。主要是群
晖的几个端口, Port from是外网端口, Port to
是内网端口, 其中群晖的应用使用的是 5000,
80 和 6600 这几个端口 ; Samba 协议用的是
137、138、139和 445这几个端口, 因为外网访
问 Samba无法指定端口, 所以必须原样转发
（见图 11）。

最后, 如果需要, 还可以设置一个 DMZ主
机, 即将这台机器全部暴露在外网中, 以实现
最大的访问范围, 这里用 HTPC这台实体机做
DMZ。在 DDWRT中, 端口转发的优先级高于
DMZ。 比如上面设置了 135端口的转发, 这
里又设了 DMZ, 那么从外网访问 135端口时,
会优先转向端口转发里设置的主机 , 而忽略
DMZ主机。所以, 虽然设置了 DMZ, 但是仍然
从外网访问的共享文件夹仍然是指向 NAS, 但
通过 RDP远程桌面访问的就是 HTPC。

4. 功耗
关于 HTPC的功耗, 因为没有仪器所以没

测过。但是粗略的计算下, G3258的标称功率
是 53W, 四个硬盘平均 8W, 主板等按 50W算,
整个系统大约是 135W, 全天开机的话每天的
功耗大约是 3.5度电。
为了节约能源, 决定不使用的时候将Win8

睡眠 (Hibernate, 将内存数据全部保存到硬盘
后断电, 区别于低功耗的休眠 Sleep), 需要的
时候通过交换机的网络唤醒 (WOL)。此外还可
以将电源按钮的功能设为“睡眠”, 这样晚上睡
觉前, 如果没有下载任务的话, 就可以直接按
一下电源按钮实现睡眠。

配合睡眠模式, 需要把两个虚拟机 (群晖
NAS和下载机) 的电源模式设为开机自动启动
和关机自动保存, 以实现虚拟机跟随主系统开
关机（见图 12）。

结束语

断断续续摸索了一两个月, 终于把这台机
器调整成了最符合使用习惯的状态。期间骚扰

度娘无数, 也参考了很多张大妈上的晒单和经
验, 自己也走了很多弯路。本文也希望对其他
有类似需求的朋友有所参考, 以少走弯路。

殷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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