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bo 5N2

全新次世代儲存產品，適用於您打造個人或者是小型辦公
室網路儲存環境而生
5N2提供了最好的使用者檔案分享、
安全備份、遠端操控以及災難資料回
復的儲存解決方案。5N2是目前Drobo
網路儲存設備中效能最好，功能最強
大的機種，處理器比上一代效能最高
可提升兩倍之多，也從更昂貴的高階
機種下放了雙網路連線能力，並享有
所有一切Drobo獲獎的專利資料儲存
技術為您提供服務，5N2更是市場上
最簡易使用的NAS產品。
Drobo 5N2 針對家用以及小型辦公室
使用環境優化，簡化操作流程讓人人
更能容易上手。搭載Drobo獨家專利
BeyondRAID™技術， 能將家中、或者
多台電腦集中備份管理，也能做為您
的多媒體影音串流伺服器。經由安全
連線分享檔案，讓辦公室重要資料也
不輕易外洩。Drobo高階機種才有的
Disaster Recovery (DR)災難回復救援
功能下放，更是讓5N2提供了更完美
的資料保護機制。Drobo 5N2能完全
相容於 myDrobo 軟體平台，讓用戶
能使用更多App來進行遠端操控、影
音分享以及雲端備份等需求，讓5N2
變成您最佳的個人助手。
資料保護與擴充容量更簡單
內建獲獎無數的 BeyondRAID™專
利技術，能保護一到兩組的磁碟冗
餘。Drobo 5N2 能保護您的資料免於
任何其他人的讀取或者使用。若發生
多顆硬碟同時故障的狀況，Drobo也
能提供即時自我修復功能，甚至無需
要連接到您的區網之下，也能進行軟
體組態與設定。
您可以在任何時候，進行磁碟的熱插
拔抽換而無需要關機。若您覺得容量
不夠，前方的指示燈會提示您如何操
作，只要購入新的硬碟，將之插入空
硬碟槽，或者移除舊的小容量硬碟更
換大容量硬碟，一切都是自動化進行
設定。
雙高速 Gigabit 連線能力
Drobo 5N2 內建兩組高速Gigabit 網
路接口，能讓您直接連線到您的網路
之中，您只需要簡單將網路線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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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連到5N2即可，您也可以將另外
一條網路線直接連到您的電腦，而且
無需任何設定即可完成，另外兩組網
路線也可合併在一起，可有效提升網
路封包傳輸效能，同時避免一組網路
故障的問題。

Drobo Dashboard
Drobo整合管理軟體Dashboard是
一款能集中管理所有您的Drobo產
品的軟體，它能與您機器前方的指
示燈狀態同步，重點是所有的管理
行為都簡化為輕鬆按下一個按鍵即
可完成。

更高效能，更大容量
Drobo 5N2能支援新一代的硬碟格
式，用戶可依需求組態更大容量的儲
存空間，另外更提供了熱資料快取加
速的選項，只要用戶選購Msata SSD
裝入即可享受Drobo智慧型的資料快
取加速功能，讓整體讀寫效能更為強
悍。
myDrobo 整合平台，集中管理
myDrobo 整合平台將Drobo產品發揮
到淋漓盡致。Drobo NAS 產品硬體皆
能提供加密有保障的完整終端到終端
的連線機制，所有Drobo 應用軟體也
受到此一保護。
DroboAccess 提供iOS 以及Android
app能讓 Drobo NAS 用戶，在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只要網路連線，也能
確保網路是經過加密狀態連線到您的
機器，這能讓中小企業的用戶也能同
樣放心使用網路瀏覽器連線到Drobo
產品。
DroboPix iOS 以及 Android app 能讓
用戶簡單且自動的上傳備份手機平板
內的相片以及影片到Drobo內，只要
您開啟同區網的Wi-Fi就能自動經由安
全的連線下將您的寶貴資料備份。
強而有力的資料保護功能
Drobo 不只能保護磁碟故障，萬一遭
遇斷電狀況時，更能保護您的資料安
全。Drobo 5N2 內建先進的電池備援
技術。
這能夠保護所有正在記憶體或者快取
中讀寫的資料安全，內建的電池電力
足夠讓這些資料在完全斷電前，回寫
到硬碟內保存，避免資料因為電力中
斷損毀的情事。

Drobo災難復原(DR)讓您異地異機同
步保護
您只要準備好兩台5N2，經由網路連
接兩台之後，就能簡單設定好異機備
份救援的功能，而且是完全1:1資料同
步，因此萬一其中一台發生故障等問
題，另外一台可以馬上接手，而您的
資料備份也可以在處理好故障問題之
後，再繼續進行自動的備份，讓很棘
手的資料復原變得非常簡單可靠。
為使用者量身打造
Drobo的產品一直是節省擺放空間
為主的高效率設計，當然5N2也不例
外，這是專為提供您擺設於桌上的小
型伺服器，不管您是家用或者辦公室
內使用，Drobo獨家的磁碟安裝設計
讓機器尺寸不會過分長大，節省您寶
貴的桌上空間。
Drobo 5N2同時也是Drobo歷來最安
靜的產品之一，內建幾乎無聲運作的
高效能散熱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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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bo 5N2 規格表

規格介紹
傳輸介面

–– 2 組Gigabit 網路連接口

保固

–– 兩年保固

磁碟以及特殊功能

–– 最大可支援5顆 3.5吋 SATA II/III 硬碟或者
附加軟體規格
是固態硬碟(需另外選購)
–– 1組mSATA固態硬碟，安裝於Drobo 快取槽
提升系統效能快取用(需另外選購)
–– 可支援全部廠牌、容量、轉速等硬碟，或者
快取，無需任何轉接器或者工具
–– 支援熱插拔功能可即時追加更大容量的硬碟

–– 熱區資料快取功能
–– Drobo應用軟體
–– myDrobo 相容功能
–– 磁碟轉速降低功能
–– 可調亮度燈光功能
–– 支援 OS X Time Machine 功能
–– 雲端資料處理

BeyondRAID特色

–– 超大容量磁區
–– 支援立即擴充
–– 支援不同容量磁碟混合組態
–– 全自動保護措施
–– 支援單一或者雙磁碟冗餘陣列
–– 虛擬熱備援功能
–– 資料感知功能
–– 資料重新傳送功能
–– 最大可支援64TB檔案系統

尺寸以及重量

–– 桌上型規格
–– 寬: 5.9 英吋 (150.3毫米)
–– 高: 7.3 英吋 (185.4毫米)
–– 深: 10.3 英吋 (262.3毫米)
–– 機器淨重: 8.5 磅 (3.9 公斤) 不包含硬碟、
電源供應器以及包裝

管理功能

–– 磁碟槽監控指示燈、容量計算錶、狀態指
示燈
–– Drobo儀表板 3.0X 版本或者更新版

電源以及散熱規格

–– 外接式電源供應:
• AC 輸入 – 100-240VAC~2A, 50-60Hz
• DC 輸出 – 最大可達 12V, 7A, 84W
–– 固定式 120mm 可調速散熱風扇

支援作業系統

–– Apple® macOS X 10.10版本或者更新版
–– Microsoft® Windows® 10
–– Microsoft® Windows® 8
–– Microsoft® Windows® 7

環境規格

–– 噪音參數 – 正常運作狀態: <30.4 dB
–– 運作溫度: 10°C – 35°C (50° – 95°F)
–– 非運作溫度 (儲存狀態): -10° – 60°C
(14° – 140°F)
–– 運作溼度: 5% – 80%

網路協定

–– 常規網路標準系統 (CIFS) / 伺服器訊息區塊
(SMB)
–– Apple 過濾協定 (AFP)

配件

–– Drobo 5N2機器本體
–– 6 英呎 (1.8米) 網路線兩條
–– 6 英呎 (1.8米) 電源線以及電源供應器
–– 快速啟動指南

硬體規格

–– 不占空間的磁碟槽設計
–– 斷電保護機制
–– 外殼與前蓋採金屬材質堅固耐用
–– 支援 Kensington 鎖頭 (不包含鎖具)

網路特殊功能

–– 支援網路連接失敗備援、連線合併功能
–– 支援大型封包 (最高可達 9000 位元 MTU)

如何正確選擇適合的硬碟
Drobo 提供您各種彈性的選擇方式，讓您可自由搭配想要使用的磁碟類型，更多 Drobo 磁碟搭配使用指南，請參考網站:
www.drobo.com/products/choose-drive

更多訊息
您可以透過以下連結了解關於Drobo創新技術的訊息: www.drobo.com/how-it-works
了解更多關於 Drobo BeyondRAID，請參考以下: www.drobo.com/how-it-works/beyond-raid
了解更多關於Drobo Apps，請參考以下: www.drobo.com/drobo-solutions/drobo-apps/
學習更多關於myDrobo platform，請參考以下: www.drobo.com/mydrobo-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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