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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2EU2CP
使用说明书

裸族小站
Clone Plus



【产品特征】

【产品附件】
 

 

 

AタイプBタイプ

CROS2EU2CP  本体 专用电源 专用电源线

专用USB线

・CROS2EU2CP 本体          ・专用电源 X 1
・专用电源线 X 1        ・专用USB3.0线 X 1
・使用说明书            ・专用eSATA线 X 1

专用eSATA线 使用说明书 

型　　号:　CROS2EU2CP
品　　名:　裸族小站 Clone Plus
输出接口:　Device端...SATA I/II 1.5Gbps/3.0Gbps
　　　　 　Host端...[USB]USB2.0 [eSATA]SATA II 3.0Gbps
USB 插口:  标准B TYPE
尺　　寸:　长143mm x 宽132mm x 高70mm (不含突出部份)
重　　量:　约544g (不含硬盘)
温度.湿度: 温度5~35度、湿度20~80%
　　　　　 (无水气,连接的PC在可运作范围内)
电源规格:  输入:100V~240V 0.8A 输出:12V 3A



【各部位名称】

　〈前面〉

　〈背面〉

① HDD插入口
② HDD退出键
③ 操作面板

① eSATA 接口
② USB 接口
③ 电源接口



 

 

 

 

 

 

  

　〈操作面板〉

① 电源按钮:本产品的电源按钮为开/关,电源开启时会亮蓝灯。

② PC模式/拷贝模式切换钮:切换PC模式及拷贝模式。
   - PC模式(亮蓝灯时):本产品和PC连接时的模式。电源开启时一定要为此模式。
   - 拷贝模式(亮红灯时):使用本产品做硬盘拷贝的模式。开启电源后,长按此钮约3秒,
     LED由蓝灯变红灯后即可使用拷贝功能。

③ 拷贝开始钮:按下此钮开始拷贝硬盘。

④ 状态显示LED:认到硬盘时亮蓝灯。存储时粉红灯闪烁。

⑤ 拷贝进度LED:使用拷贝模式时,以25%为单位,显示拷贝完成的进度。PC模式存储时,LED左右移动亮灯。



  

 

  

 

 

【HDD/SSD的安装方法】

■硬盘连接之前

※ 注意 

连接硬盘时请注意静电。
人体的静电有可能造成精密机器的故障。
操作之前请碰触金属物体放电或使用防静电手套。

已存有数据的硬盘,为预防连接时有问题产生,请先行备份。

■请注意插入硬盘和电源的顺序
・本产品需先插入硬盘再开启电源
・本产品不支持电源开启时的硬盘热插入
  若未依上述顺序操作,有可能会造成硬盘数据遗失或硬盘破损

不可在电源开启的
状态下插犮硬盘



※本产品为SATA硬盘专用,不支持PATA(IDE)硬盘

SATA Connector PATA Connector

要確認

〈完成図〉

〈完成図〉

■3.5寸硬盤的安裝方法

　硬盘的插口部位向下,垂直插入本产品

　 

■2.5寸硬盤的安裝方法

　硬盘的插口部位向下,垂直插入本产品挡板缺口位

■注意！

　硬�安装�,�注意SATA插口的位置和方向,��的插入。若太大力有可能会造成破障或�坏



  

 

【硬盤的取出方法】

※ 本产品不支持硬盘热插入,请取出硬盘前请先关闭

1.用手扶住硬盘,按压硬盘退出键

用手扶住硬盘!

按压硬盘退出键

2.按压硬盘退出键后,硬盘会被顶起,垂直轻轻取出硬盘

■注意！

取出硬盘时一定要用手扶住硬盘,否则有可能会造成硬盘的插口损坏



同時に使用す できま

CROS2EU2CP 本 体

【和PC的连接方法】
将电源和PC接上后即可使用

USB接口 eSATA接口

专用eSATA线
(附件)

专用USB2.0线
(附件)

无法同时使用

※图为一例。eSATA线请不要扭曲使用

（100V AC ）

插座

专用AC电源线
(附件)

专用AC电源
(附件)



電源ON

電源OFF

【开启电源的方法】
电源开闭为按压式。按钮突起的状态下按一次为开,再按一次为关

在线材连接前,请确认电源为关闭(按扭突起)

亮蓝灯

灯灭



【硬盘拷贝功能】

1.   

 

本产品可支持单键轨对轨硬盘对拷,内键档案系统不需先对硬盘做格式化。

～使用拷贝功能之前～
硬盘对拷时若操作错误,有可能会导致重要的数据遗失,使用前请详读操作说明书。
有以下情形的硬盘,将无法顺利对拷
- 硬盘有坏轨
- 不可辨识的硬盘
- 其他,动作不稳定的硬盘

■ 对拷的操作顺序

将电源连接上本产品,但不透过USB线及eSATA线连接PC。

AC电源线

AC电源

不连接
USB线、eSATA线



 

HDD 2
【 】

HDD 1
【 】

電源OFF
確認！

 

 

 

2.确认电源未开启,在HDD2(SOURCE DISK)插槽里插入来源硬盘,HDD1(TARGET DISK)插入目标硬盘。

(SOURCE DISK)

来源硬盘

(TARGET DISK)

目标硬盘

来
源
硬
盘

目
标
硬
盘

拷贝

请注意不要插错来源硬盘与目标硬盘,若插反所有数据都会遗失。目标硬盘的容量一定要比来源
硬盘大或相同否则无法拷贝。即使是相同容量的硬盘也可能因为制造商不同产生容量大小的误
差,同容量的硬盘对拷时请选用同厂牌同型号的硬盘。



   

 

①電源ON ②

①
②
③

①

②

●

●

25％完成

拷贝中请勿关闭电源,以免造成数据遗失。

3.按压电源按钮开启电源(①)

长压PC/COPY按钮约3秒,LED灯会由蓝灯变成红灯

亮蓝灯 由蓝灯变成红灯

长压约3秒

4.按压START钮,拷贝开始

HDD1/HDD2的存储LED为粉红色闪烁,拷贝进度LED由左边开始拷贝中为蓝灯闪烁,每完成25%亮蓝灯。
拷贝进度LED灯全亮,HDD存储LED灯由粉红灯变为蓝灯时拷贝完成。
※请确认拷贝完成后,自行关闭电源。

拷贝开始

拷贝结束

按压START钮

存储LED为粉红色闪烁
拷贝进度LED拷贝中蓝灯闪烁

拷贝进度

拷贝中闪烁 下一个25%

HDD存储LED灯由粉红灯变为蓝灯

拷贝进度LED全亮

※请确认拷贝完成后,自行关闭电源。

◎拷贝所需时间依硬盘而异。
～参考～
敝司的测试环境下500GB约需150分钟(平均速度：55MB/sec)



【拷贝模式-疑难解答】

 

  

拷贝无法开始或中途停止,可能为以下原因

■ 拷贝无法开始
   其中一个硬盘有异常或是目标硬盘容量较来源硬盘小。
   请更换异常硬盘或更大容量的目标硬盘。

～拷贝无法开始时的状态～

粉红色灯只亮一下

拷贝进度LED没有闪烁

■ 拷贝中途停止
   其中一个硬盘有坏扇区时拷贝会停止。
   请关闭本产品电源后用硬盘检测的软件检测。
   ※本产品的拷贝功能若有扇区或逻辑块不良,将无法进行拷贝

～拷贝中途停止时的状态～ 粉红色跟蓝色灯每隔
一小段时间交错闪烁

拷贝进度LED不亮

■ 欲中途停止拷贝时
   长按START钮约5秒,拷贝即中止。
   再度执行拷贝动作会重头开始,不会接续原本的进度。
   若非必要,请勿任意中断拷贝。

～欲中途停止拷贝的状态～

长按约5秒

粉红灯变蓝灯



  

 

【FAQ】

 

 

Q:可使用的最大硬盘容量?
A:最大可支持2TB。

Q:可像插卡一样插拔硬盘吗?
A:很抱歉,本产品为硬盘座,请关闭电源后再插拔硬盘。

电源开启时插拔盘,可能会有PC无法辨识、本产品或硬盘损坏的可能性。

Q:最多可插拔几次?
A:本产品的接口可插拔约一万次。硬盘的可插拔次数请向硬盘制造商确认。

Q:可否支持硬盘启动?
A:用eSATA连接时可支持硬盘启动,但不保证所有环境都支持
  ※USB连接时不支持硬盘启动。



  

 

  

 

  

【拷贝模式-FAQ】

Q:可拷贝不同容量的硬盘吗?
A:可以,但目标硬盘容量需大于来源硬盘。

Q:用不同容量的硬盘拷贝后,可使用剩下的容量吗?
A:拷贝模式下会直接将来源硬盘的分区一并拷贝,
  如将500G的硬盘拷贝至1TB的硬盘,目标硬盘的500GB和来源硬盘完全相同,
  剩下的500GB容量是否可使用依OS不同有所差异。
  - Windows XP/Vista/7 OS
    可用硬盘管理将剩下的容量做分区使用。
  - Mac OS
    无法使用剩下的容量。

Q:不同转速、型号的硬盘可否拷贝?
A:可以。

Q:Linux等未支持的OS所用的硬盘也可以拷贝吗?
A:本产品为轨对轨拷贝,不会判识硬盘内的文件系统和数据格式。
  因此可做硬盘的拷贝动作。虽然容量、制造商、型号完全相同的硬盘
  可直接做开机盘,但若为不同容量的话,因未做检测,不保证一定可行。

Q:有坏轨或坏扇区的硬盘可以做拷贝吗?
A:不可以。若有无法存储的情况发生会产生错误中止拷贝,无法自行跳过。

Q:同容量不同製造商的硬盤可做拷貝嗎?
A:不同製造商的硬盤容量會有些微差距,同一個製作商也會因為批次不同有誤差,
  確定目標硬盤容量大於來源硬盤即可。

Q:SCSI的硬盘可以拷贝吗?
A:不支持。

Q:PC内置硬盘用USB连接,可以做拷贝吗?
A:PC内置硬盘无法直接用拷贝模式做拷贝,需从机箱内取出,
  直接连接本产品才可使用拷贝功能。

Q:来源硬盘的已使用容量只有一点点,可将此拷贝至比来源硬盘容量小的目标硬盘吗?
A:不可以。没使用的部份也会做拷贝,目标硬盘的容量一定要比来源硬盘大。

Q:拷贝硬盘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A:依硬盘不同略有差异,约为2GB~3GB/分。

Q:拷贝前需先前将目标硬盘分区吗?
A:不需要。拷贝时会消除目标硬盘的所有分区及数据,
  将来源硬盘的分区及文件系统完整复制至目标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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