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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タイプ Standard

【產品説明】

主体編

产品特征

■ 品 名：裸族之集合住宅5Bay USB3.0 & eSATA

■ 型 號：CRSJ535EU3

■ 输 出 接 口 ：Device端…SATA Ⅰ/Ⅱ/1.5Gbps/3.0Gbps

Host端…【USB】USB 3.0 【eSATA】SATA Ⅱ 3.0Gbps

■ 散 熱 風 扇 ：6cm×6cm×2pcs 2,500rpm±15%

噪音值13.8dB ※散熱風扇單顆計測値

■ 尺 寸：長130 × 高185 × 寬260ｍｍ（不含突起部位）

■ 重 量：約3,300g（不含硬盤）

■ 温 度 ／ 湿 度：温度5℃ 35℃／湿度20％ 80％

（无水气,连接的PC在可运作范围内）

■ 電 源 規 格：［輸入］ AC100V 240V ［輸出］200W

※本產品不含HDDん。

产品附件

■CRSJ535EU3 主体

■専用USB3.0連接線

Standard A−Standard B Type

■専用eSATA連接線

■専用AC電源線

■门把钥匙

■使用説明書

CRSJ535EU3 主体

Standard

B type

専用USB3.0ケーブル

専用AC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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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説明書

専用eSATA連接線

门把钥匙



主体編

各部位名称

〈前面〉 〈背面〉

① 拉把 ③ 狀態 LED ①電圧切換開關 ④USB3.0接口

② 门锁 ④ 门把 ②主要電源開關 ⑤eSATA接口

③AC電源接口

⑥6cm散熱風扇

対応HDD型式

■適用3.5" SATA HDD（SATA Ⅰ/Ⅱ/1.5Gbps/3.0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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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3.0Gbps為上限。

※適用4TB HDD（2012年5月）。

請與本公司客服人員確認最新對應HDD訊息。

※於Windows XP OS的限制下，無法使用超過2TB的HDD。

※在以eSATA連接狀態下使用4TB HDD時，eSATA Host端必需要有支援4TB HD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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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編

対応機種

連接連接連接連接USBUSBUSB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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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具有USB2.0/3.0介面的 Intel Mac

※使用PowerPC的Mac，不能完全保證沒有問題。

※適用具有USB2.0介面的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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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經功能正確之本公司已經功能正確之本公司已經功能正確之本公司已經功能正確之USB3.0USB3.0USB3.0USB3.0 HostHostHostHost ControllerControllerControllerController

・使用intel Z77晶片的Host Controller

・使用RENESAS（NEC) μPD720200/720202搭載的Host Controller

・使用ASMedia ASM1083搭載 USB3.0的Host Controller

※使用USB3.0連接時，必須有USB3.0 Host Controller。

 使用USB2.0連接時、傳送速度的上限是USB2.0的480Mbps。

連接連接連接連接eSATAeSATAeSATAeSATA

Windows

■支援Port multiplier並具備eSATA接口的PC

Mac

■支援Port multiplier並具備eSATA接口的Mac

※須具備可以辨識5顆HDDPort multiplier的eSATA Controller。

対応OS型式
Windows

■Windows 7(64/32bit）、

■Windows Vista(64/32bit）、

■Windows XP(32bit SP3）
※不適用Windows 95 / Windows 98 / Windows 98SE /

Windows 3.x / Windows NT / Windows Me / Windows

2000。

※請保持Update Windows在最新状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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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 Mac OS 10.7.4、10.6.8、10.5.8



裸族之內框編

产品特征

■ 品 名：裸族之內框

■ 型 號：CRIN2535

■ 尺 寸：長101×高25.4×寬146mm（不突起部位）

■ 重 量：約160g

■ 温 度 ／ 湿 度：温度5℃ 35℃／湿度20％ 80％

（无水气,连接的PC在可运作范围内）

※安裝2.5" HDD/SSD時需要十字型螺絲起子。

※不適用PATA（IDE）HDD。

※不適用1.8吋、ZIF接口、Micro SATA接口、3.3V駆動與特殊形状（ASUS EeePC 内建 SSD 等）的 SSD。

产品附件

■裸族之內框主体

■裸族之內框用

HDD固定用螺絲（4顆）

裸族之內框

裸族之內框用

HDD固定用螺絲

対応HDD型式

■適用12.5mm的2.5" SATA HDD/SSD（SATA Ⅰ/Ⅱ/1.5Gbps/3.0Gbps）

使用本產品作為使用本產品作為使用本產品作為使用本產品作為OSOSOSOS啟動設備啟動設備啟動設備啟動設備

本產品連接USB時，不能作為OS啟動設備。

連接eSATA時可以作為OS啟動設備，請詳細閱讀eSATA 主機接口使用説明書（Host Interface）。

※不能保證與市售所有電腦設備均無規格衝突。

裸族娃娃的請求裸族娃娃的請求裸族娃娃的請求裸族娃娃的請求

本產品以內置硬盤直接抽取使用的概念製成,內置硬盤原本即為

精密機器,對於靜電等抗力較弱,安裝前請務必進行除靜電的動作。

另外, 保管時請避免高溫高濕度的環境,並收納於防靜電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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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的安裝方法】
■HDD連接前

・連接HDD時請確保電源插頭已拔除。

在PC開啟的狀態下連接本品有觸電及故障的風險。

・連接HDDHDD時請嚴防靜電。

人體內滯留的靜電可能會導致精密機器故障。

操作前,請碰觸金屬框架放電或使用防靜電板。

■組裝前

・HDD及本產品的電路板皆為精密機器,請防止對其造成衝擊。

・ 連接HDD時請嚴防靜電。

人體內滯留的靜電可能會導致精密機器故障。

操作前，請碰觸金屬框架放電或使用防靜電板。

・小心框架、HDD接口、電路板割手。

※※※※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連接已含有資料的硬盤時,為避免連接時的異常狀態請事先將資料備份。

另,本產品不支援HDD熱插拔,請不要在電源開啟時插拔HDD。

■HDD的插拔方式

1.1.1.1. 將門把的鎖扣開啟為解鎖狀態。

上鎖上鎖上鎖上鎖 解鎖解鎖解鎖解鎖

※附件的門鎖鑰匙為本產品通用款,

安全性較弱請注意。

上鎖的狀態下請用附件的門鎖鑰匙輕輕插入 ,如上圖所示

・小心HDD、門把及各金屬邊角割手。

5



2.2.2.2. 拉住拉扣將門把往外開啟。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請不要過度使力，以免造成故障與損壞。

3.3.3.3. 打開門把。

・請小心門把夾夾及框架、電路板、接口等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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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將HDD正面朝上輕輕插入硬盤槽內至輕碰機體為止。

正正正正面面面面
朝朝朝朝上上上上

5.5.5.5. 確認HDD有插入並碰觸到門把內側的金屬彈簧後關閉門把。

安裝小技巧

HDD

金属彈片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夾手夾手夾手夾手!!!!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若未將HDD插入至此位置時

門把將無法,請注意。

※請不要硬將門把關上。

 會導致本產品或HDD損壞。

・請小心門把夾夾及框架、電路板、接口等割手。

另外本產品的構造上有可能會導致硬盤擦傷,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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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下層也用一樣的安裝方式插入HDD。

為了安全起見,長時間使用的情況下請將門把上鎖。

上鎖上鎖上鎖上鎖 解鎖解鎖解鎖解鎖

●●●● 取出硬盤時？取出硬盤時？取出硬盤時？取出硬盤時？

取出硬盤時和安裝時一樣將門把拉開後,門把的彈簧會將HDD從接口上彈出,再用手取出HDD即可。

取出時請門把緩慢地開啟, 大力開啟有可能導致硬盤飛出而造成故障。

・請小心門把夾夾及框架、電路板、接口等割手。

另外本產品的構造上有可能會導致硬盤擦傷,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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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ATA HDD/SSD安裝方法】

1.1.1.1. 依下圖所示將HDD/SSD接口插入裸族之內框。

2.5" SATA HDD/SSD

裸族之內框 主体

2.2.2.2. 使用配件所附的固定螺絲4顆，固定HDD/SSD。

最後將主体翻轉如下圖所示。

十字型螺絲起子
（另外購買）

＊ ＊

＊HDD 固定用螺絲（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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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図〉



【將『裸族之內框』插入本產品的方法】
將2.5" SATA HDD/SSD安裝於『裸族之內框』之後，依下図所示插入本產品。

。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SATASATASATASATA接口的位置接口的位置接口的位置接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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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3.0接口

（附件）

【連接PC的方法】

〈主体背面〉

〈PC〉

支援Port Multiplier PC
的eSATA接口

専用eSATA連接線
（附件）

専用AC電源線
（附件）

eSATA與USB3.0不能同使用。

専用USB3.0連接線

電源插座

各線材連接完成後再開啟電源各線材連接完成後再開啟電源各線材連接完成後再開啟電源各線材連接完成後再開啟電源

※PC端的接口USB3.0/USB2.0/USB1.1

都可以使用で

。

※上图仅供参考。另、eSATA連接線請不要在扭曲狀態下使用。

●●●● eSATAeSATAeSATAeSATA PortPortPortPort MultiplierMultiplierMultiplierMultiplier

eSATA Port Multiplier是SATA協會規範中的規格之一。

使用Port Multiplier功能時，連接1條eSATA連接線最多可以辨識5顆硬盤。

另，Host端如果未支援Port Multiplier功能，Device端連接多顆SSD/HDD，也只能辨識1顆SSD/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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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ON/OFF方法】
主電源為搖擺式【−】側為電源ON、【○】側為電源OFF

ます。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ONONONON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OFFOFFOFFOFF

押往【−】側 押往【○】側

HDD/SSD讀寫中絕對不可以切換電源開關，會造成資料流失與HDD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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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動作本体的動作本体的動作本体的動作 LEDLEDLEDLED状態状態状態状態指示指示指示指示

HDD未挿入 LED熄滅。

HDD挿入 已插入HDD的對應指示燈亮藍燈。

HDD讀寫時 讀寫中LED燈為藍色⇔粉紅閃爍。

電源連動 電源連動時（休眠）所有LED灯熄滅。

PC未接続時
本產品未連接PC時，所有LED灯熄滅。

【关于本品的LED】
本產品的LED显示如下。

【HDD狀態LED】
・插入HDD時為燈亮藍燈。

・HDD讀寫時，為藍色⇔
粉紅色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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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連動功能】
PC的電源關閉時，本產品的狀態LED灯熄滅，HDD與散熱風扇停止運轉。

之後HDD/散熱風扇會配合PC ON/OFF轉動或停止。

之後之後之後之後HDD/HDD/HDD/HDD/散熱風扇會配合散熱風扇會配合散熱風扇會配合散熱風扇會配合
PCPCPCPC ON/OFFON/OFFON/OFFON/OFF轉動或停止轉動或停止轉動或停止轉動或停止

PC電源OFF

・HDD停止

・散熱風扇停止

・狀態LED灯熄滅

※安裝HDD時,請確認主電源為OFF狀態。

主電源為ON時插拔HDD,有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或是損壞。

※無法個別控制各個HDD運転或停止。

※電源連動機制無法關閉。

※本機能為接受PC信號來得知HDD運作狀況,正常需耗費3W的電力。

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時,請將本產品的電源關閉。

另外,本產品的電源連動機能依使用的PC不同,有可能不支援此機能。

若有上述情形請手動開啟/關閉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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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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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說明「移除硬體」是指本產品與PC的連結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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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起動時

USB3.0USB3.0USB3.0USB3.0連接線連接線連接線連接線
可以移除

PC起動時

HDDHDDHDDHDD
不可以取出

USB3.0連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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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WindowsWindowsWindows XPXPXPXP ……………………………… USBUSBUSBUSB大容量記憶装置大容量記憶装置大容量記憶装置大容量記憶装置DeviceDeviceDeviceDevice

・WindowsWindowsWindowsWindows VistaVistaVistaVista …………………… USBUSBUSBUSB大容量記憶装置大容量記憶装置大容量記憶装置大容量記憶装置

・WindowsWindowsWindowsWindows 7777 ………………………………………… USBUSBUSBUSB totototo ATAATAATAATA //// ATAPIATAPIATAPIATAPI BridgeBridgeBridgeBridge

※本產品只能整機移除，請勿個別取出置入的HDD。

2. PC螢幕顯示「可以放心移除硬體」表示硬體已經移除。

請關閉主電源開關，移除連接線材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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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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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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辨识无法辨识无法辨识无法辨识

依以下步骤确认。

・确认线材及电源是否正確连接

・電源 LED是否呈現藍色亮燈

・驅動程式是否正確安裝和運行

・I/F的驅動程式是否為最新

・eSATA I/F的规格是否有对应Port Multiplier

・Windows XP 辨識HDD容量最大為2TB，無法辨識2TB以上容量的HD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eSATAeSATAeSATAeSATA连接连接连接连接WindowsWindowsWindowsWindows 系统时系统时系统时系统时,,,, [[[[安全移除硬件安全移除硬件安全移除硬件安全移除硬件]]]]里没有显示硬盘里没有显示硬盘里没有显示硬盘里没有显示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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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PCPCPCPC或或或或MacMacMacMac系統時，無法自休眠下恢復系統時，無法自休眠下恢復系統時，無法自休眠下恢復系統時，無法自休眠下恢復

本產品不對應PC或Mac休眠模式，请在进入休眠前移除本品。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eSATAeSATAeSATAeSATA連接時無法辨識超過連接時無法辨識超過連接時無法辨識超過連接時無法辨識超過2TB2TB2TB2TB容量以上的容量以上的容量以上的容量以上的HDDHDDHDDHDD，或是誤認，或是誤認，或是誤認，或是誤認HDDHDDHDDHDD容量容量容量容量

請確認所使用的eSATA I/F是否支援2TB以上容量的HD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eSATAeSATAeSATAeSATA連接時無法辨識最上層的連接時無法辨識最上層的連接時無法辨識最上層的連接時無法辨識最上層的HDDHDDHDDHDD

請確認eSATA I/F的规格是否有对应Port Multiplier

■■■■連接連接連接連接USB3.0USB3.0USB3.0USB3.0時辨識為時辨識為時辨識為時辨識為USB2.0USB2.0USB2.0US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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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WindowsWindowsWindows系統啟動後，連接系統啟動後，連接系統啟動後，連接系統啟動後，連接eSATAeSATAeSATAeSATA時無法辨識時無法辨識時無法辨識時無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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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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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HDDHDDHDD容量分割超過容量分割超過容量分割超過容量分割超過2TB2TB2TB2TB以上時（以上時（以上時（以上時（Windows7Windows7Windows7Windows7、、、、VistaVistaVistaVista））））

HDD的 Format型式必須為GPT型式。

■■■■2TBHDD2TBHDD2TBHDD2TBHDD的容量只認到的容量只認到的容量只認到的容量只認到1.8TB1.8TB1.8TB1.8TB

→請確認計算方法無誤。

幾乎所有的硬盤製造商的標示容量是以

・1MB = 1,000,000 Bytes

來計算。

以此為基準、一般標準的

・1KB = 1024 Bytes

・1MB = 1024 × 1024 = 1,048,576 Bytes

・1GB = 1024 × 1024 × 1024 = 1,073,741,824 Bytes

・1TB = 1024 × 1024 × 1024 × 1024 = 1,099,511,627,776 Bytes。

例如標示為2TB的HDD、換算成一般標準的容量為

・2,000,000,000,000 ÷ 1,099,511,627,776 = 約 1.8TB

換言之、約少了200GB左右的容量。

以上的計算方法（硬盤製造商）為一般正常情況下得到的數值,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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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Q：可以使用已經有資料的HDD？

A：基本是可以使用，但因為之前的使用環境設定的差異，也可能無法使用。。

如果無法使用HDD則必須Format之後才能使用。

避免不可預測的原因致使HDD既有資料遺失，請先做好資料備份。

Q：本產品支援HDD熱插拔嗎？

A：不支援。

必須在主電源為OFF狀態下，才可以拔除HDD。

Q：可以單獨使用1顆HDD嗎？

A：可以。

Q：可以同時以eSATA&USB連接PC嗎？

A：不可以。

Q：適用的HDD型式？

A：適用3.5吋SATA HDD。

不適用IDE HDD。

Q：適用的OS種類？

A：適用的OS為：、

●Windows 7、Windows Vista、Windows XP

●Mac OS 10.7.4、10.6.8、10.5.8

Q：HDD的插拔次數？

A：本產品的SATA接口的耐用性約10,000次。

HDD/SSD端的SATA接口耐用性，請詢問HDD/SSD製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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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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可否關閉電源連動功能？

A：本產品的電源連動功能無法自行關閉請見諒。

Q：可以横放使用嗎？

A：不可以。

Q：連接USB3.0與連接eSATA時，何者傳輸速度比較快？

A：測試結果會因為測試環境、HDD廠牌種類不同而有差異，本公司測試結果是eSATA稍微快一點。

※此為本公司測試環境的參考值,依環境不同,傳輸速度會有前後誤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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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超過30分鐘以上HDD仍未完成格式化（Windows)。

A：HDD格式化時，沒有勾選「快速格式化」而勾選正常格式化時，會花費較長時間。

請勾選「快速格式化」可以快速完成。

Q：無法顯示HDD的S.M.A.R.T訊息。

A：本產品不支援HDD的S.M.A.R.T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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