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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型 番 ：CROSEU3FD
品 名 ：裸族冷涼硬盤座 USB3.0 & eSATA
输 出 接 口：【Device端】SATA Ⅰ/Ⅱ/1.5Gbps/3.0Gbps

【Host端】USB3.0
【eSATA】SATAⅡ 3.0Gbps

USB ：Standard B Type
散 熱 風 扇 ： 8cm×8cm×1 2,500rpm（可控制風扇轉速）
尺

重

寸 ：長134mm×高127mm×寬100mm（突起部位除外）
量 ：約500g

温 度 / 湿 度 ：温度5 〜 35℃ / 湿度20 〜 80％
（在沒有起霧且PC在正常的運作情形下）

電 源 規 格 ：AC輸入/100 〜 240V 0.8A、DC輸出/12V 2.5A
※ 本產品不含HDD。

【产品附件】
・CROSEU3FD主体
・専用USB3.0連接線 Standard

A Type
Standard

BType

Standard A-Standard B Type
・専用eSATA連接線
・専用AC電源
・専用AC電源線
・使用説明書

専用USB3.0連接線 専用eSATA連接線

CROSEU3FD主体
専用AC電源 専用AC電源線 使用説明書

【各部位名称】

〈前面・側面〉

①HDD插入口
②HDD退出輔助按鍵
③散熱風扇電源開關
・ON/OFF開關、兼用風扇轉速控制

④HDD狀態/讀寫LED
・電源ON時：藍色亮灯
・HDD讀寫時：藍色閃爍

⑤8cm散熱風扇

2

〈背面〉

①主電源LED
・電源ON時：桔色亮灯

②主電源開關

③電源接口

④USB3.0接口
⑤eSATAコ接口



【対応HDD/SSD型式】
＜HDD＞
■ 適用2.5"/3.5" SATA HDD（SATA Ⅰ/Ⅱ/ 3.0 / 1.5Gbps / 3.0Gbps / 6Gbps）
※ 不適用IDE（PATA）HDD。
※ 本產品適用SATA 6Gbps的SATA HDD，但是主機板端若只有SATA 3.0Gbps，數據傳送速度會以SATA

3.0Gbps為上限。
※ 適用3TB HDD（2011年2月）。
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確認最新對應HDD訊息。

＜SSD＞
■ 適用2.5" SATA SSD（SATA Ⅱ/ 3.0 / 3.0Gbps / 6Gbps）
※不適用 PATA、ZIF 連接器與特殊形状（ASUS EeePC 内建 SSD 等）的SSD。
※只適用5V駆動的SSD。

【対応機種】
＜連接eSATA＞
■ 具備eSATA I/F的PC/AT & Mac電腦

＜連接USB＞
■ Windows
・具有USB3.0介面的PC/AT電腦（使用USB3.0接口時）
・具有USB2.0介面的PC/AT電腦（使用USB2.0接口時）
・CPU運算速度 2GHz /記憶體 1GB 以上
※ 推薦使用Intel晶片的電腦
※使用sis7000/7001/7002.PCI to USB Host Controller的電腦，因為USB Host Controller的問題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 Mac
・具有USB2.0介面的MacPro、iMac、MacBook、MacBookPro
※ 使用PowerPC的Mac，不能完全保證沒有問題。

【対応OS】
＜Windows＞
■ Windows7（32bit/64bit）/ WindowsVista（32bit/64bit）/ WindowsXP（32bit）
※請保持Update Windows在最新状態。
※不適用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 98SE/Windows 3.x/Windows NT/Windows Me/Windows 2000。

＜Mac＞
■ Mac OS 10.5.8、10.6.6（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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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D/SSD的安裝方法】
■ HDD/SSD連接前
・HDD/SSD及本產品的PCBA板皆为精密机器,请小心不要碰撞。
・安裝HDD/SSD时请注意静电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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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注意安裝HDD/SSD與開啟電源的順序！！
・本產品必須先安裝HDD/SSD後，才能開啟電源。
・本產品不支援熱插拔。

※未按順序安裝HDD/SSD、開啟電源，會造成HDD/SSD的資料毀損。

HDD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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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為SATA HDD/SSD専用。不適用PATA（IDE）HDD/SSD。

■ 3.5" HDD的安裝方法
1. HDD的SATA接口垂直向下插入本硬盤座。

〈完成図〉

■ 2.5" HDD的安裝方法
1. HDD的SATA接口垂直向下插入本硬盤座的2.5" HDD專用缺口。

〈完成図〉

■ 注意！
安裝HDD/SSD時，SATA連接器的方向務必確認正確，緩慢小心的插入本產品，

用力不當會造成產品損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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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SSD的取出方法】
※本產品不支援SATA HDD/SSD熱插拔。

取出HDD/SSD時，請務必關閉電源。

1. 一手抓住硬盤，另一手輕壓硬盤退出按鍵。

2. 按下按鍵之後緩慢垂直將硬盤取出。

■ 注意！
取出HDD/SSD時一定需要以手穩定垂直向上取出，未用手取出HDD/SSD，會造成HDD/SSD連接器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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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腦的連接方法】

〈PC〉

〈主体背面〉 専用AC電源
（配件）

専用AC電源線
（配件）

eSATA Host Interface
eSATA接口

USB3.0接口

専用USB3.0連接線
（配件） 電源插座

USB 3.0またはUSB2 .0 /1 .1コネクタへ

※PC端的接口USB3.0/USB2.0/
USB1.1都可以使用

eSATA與USB3.0不能同使用。

専用eSATA連接線
（配件）

連接各線材之後，再接上電源

※上图仅供参考。另、eSATA連接線請不要在扭曲狀態下使用。

【電源ON/OFF方法】
電源開關是按鈕式。在突起狀態下按一下電源為ON（開），再按一下恢復為OFF（關）。
電源為OFF（關）狀態下，才能連接上所有連接線。。
本產品的電源除ON/OFF功能外，再PC啟動與關閉時會連動本產品的電源自動ON/OFF。
詳細請看【與電腦電源連動功能】。

主電源開關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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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電源開關 OFF



【與電腦電源連動功能】
電腦的電源關閉後，本體上面的電源 /讀寫LED燈熄滅，硬碟與風扇停止運轉。
主電源開關旁邊的主電源桔色LED燈會依舊亮著。
產品會根據電腦的電源 ON/OFF，啟動或是停止硬盤、風扇的運轉す。

與PC的 電 源ON・OFF連動
HDD/散熱風扇

・HDD/散熱風扇停止
・狀態/讀寫LED灯熄滅

主電源LED亮灯

※HDD/SSD插拔時請務必關閉主電源。
主電源開啟状態下插拔HDD/SSD，會造成資料毀損。

※ 本機為偵測電腦電源訊號以連動硬盤風扇運轉，平時需耗用3W左右的電力。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時，

請關閉電源。

另，本品的電源連動機能可能會因使用的PC不同無法動作，此時請以手動切換電源開關。

■ PC電源OFF時
PC的電源OFF時，本產品的電源ON時、
・「電源開關旁的主電源LED呈現桔色亮灯」
↓
・「約10秒之後，HDD狀態/讀寫LED灯熄滅，HDD散熱風扇停止運轉」
※風扇轉速控制旋鈕設定為停止時，風扇不會運轉。

↓
・「狀態/讀寫LED灯熄滅、HDD與散熱風扇停止運轉」

HDD/散熱風扇
10秒左右運転

HDD/散熱風扇
停止

電源ON時：主電源LED
桔色亮灯 狀態/讀寫LED亮灯 狀態/讀寫LED亮灯

PC的電源ON時，狀態/讀寫LED亮灯，HDD與散熱風扇開始運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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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熱風扇的轉速調節】
本產品的散熱風扇有ON/OFF控制與轉速控制。

風速調整旋鈕向前旋轉到「卡差」聲響，

風扇停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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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調整旋鈕向前旋轉，風扇轉速變慢、風量減少，

風速調整旋鈕向後旋轉，風扇轉速變快、風量增大。



【移除硬體】
本產品以USB連接時，在PC啟動中本產品可以移除。
※連接eSATA時，請先關閉PC電源後再移除本產品。

※本項說明「移除硬體」是指本產品移除與PC連結，本產品並不支援硬盤熱插拔，

硬盤的取出、插入務必是在切斷電源的狀態下進行。

HDD/SSD
不可取出 USB連接線

可以移除

PC
電源ON

USB連接

1. 本產品與電腦連結時，在OS的工作列上會有卸除式硬盤元件ICON顯示。
當要移除本產品時，請點選「安全地移除硬體」。卸除式硬盤元件 (DEVICE)名稱顯示如下。

・Windows XP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Windows Vista……USB MASS STORAGE DEVICE
・Windows 7…………USB to ATA / ATAPI Bridge

2. PC螢幕顯示「可以放心移除硬體」表示硬體已經移除。
請關閉前電源按鈕、主電源開關，移除連接線材。

※移除硬體的順序會依OS的版本有所差異，請參閱Windows説明書與操作手冊。

請注意：未依正確順序移除本產品會造成硬盤數據損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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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若有疑似故障的情况发生,请先尝试依以下的处理方式排除。

■ 无法辨识
依以下步骤确认。

・确认线材及电源是否正確连接

・eSATA I/F连接时,是否已正确安装驱动软件

■ 連接USB3.0時辨識為USB2.0
本產品電源開啟(ON)狀態下連接USB連接線，會有辨識為USB2.0的情形發生。
請在切斷電源(OFF)的状態連接本產品的連接線後，再開啟電源(ON)。

■ Windows系統啟動後，連接eSATA時無法辨識
由於eSATA Host轉接卡的型式與設定的原因，在Windows系統啟動後與本產品連接時，可能會有無法
辨識的狀態，請確認eSATA Host轉接卡的型式與設定。
另、使用主機板的eSATA接口時，BIOS上的SATA模式運作兼容IDE模式時，Windows啟動後無法連接。
在此狀態下變更〈AHCI模式〉可以獲得改善。

■ 使用eSATA连接Windows 系统时, [安全移除硬件]里没有显示硬盘
eSATA连接时[安全移除硬件]会因eSATA I/F的不同而有差异。请询问eSATA I/F的制造商。
另外,使用eSATA连接时移除动作中的硬盘依设定的不同有可能会造成数据遗失等情况 ,不建议此动作。

■ HDD容量分割超過2TB以上時（Windows7、Vista）
HDD的 Format型式必須為GPT型式。

■ 主電源開啟(ON)的狀態下, 開啟散熱風扇電源會造成HDD無法識別
若發生此狀況時, 請先將散熱風扇電源開啟後再開啟主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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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HDD可使用最大容量？
A：3TB。（2011年2月）

Q：可以像讀卡機一樣插拔硬盤嗎？
A：不可以。本產品需要切掉電源才可以插拔硬盤。
。

電源ON狀態下插拔硬盤，可能會讀不到硬盤，也可能會造成本產品與硬盤損壞 。

Q：容許硬盤插拔次數？
A：本產品的接口可以達到10’000 次的插拔。

HDD/SSD的接口可以達到的插拔次數，請詢問硬盤製造商。

Q：可以做為OS啟動設備嗎？
A：連接eSATA時可以作為OS啟動設備。
但是無法保證適用在所有OS，請詳細閱讀eSATA 主機接口使用説明書（Host Interface）。
※本產品連接USB時，不能作為OS啟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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