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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巧體積卻具備⼤大容量儲存空間 
SR2 系列⽀支援兩個 8TB 的硬碟，可做更多的備份並保護你儲存的密集專案⽂文件。

SOHORAID SR2 系列是高性能、低成本、大容量且支持高清晰度視頻與音頻後期製作工作流程的小型磁

碟陣列系統。支持多個高清視頻與音頻流，SR2 系列是設計為專業內容的創作應用，並具備高速介面，包

括 USB3.0 (5G)、FireWire 800、e-SATA( 6G)。

SR2-SB3+

高速 SATA 6G傳輸， 

具成本效益的磁碟陣列。

安全的抽取硬碟模組設計 
SR2 的硬碟模組內鍵鎖定結構，以防⽌止意外拔除硬碟的狀況。在發⽣生硬碟壞損的情況時，
只需取出故障的硬碟模組並更購買更換相同的硬碟，即可以縮短系統停機的時間與降低維
修時的費⽤用。

可選購硬碟模組保護盒 
硬碟模組保護盒的塑膠材質可以防⽌止靜電，並保護你寶貴的⼯工作數據與整理歸檔你的重要
硬碟。硬碟模組保護盒如同 VHS 的⼤大⼩小並包含標籤寫⼊入的位置，可有效的防⽌止灰塵，並
作為硬碟運送與歸檔的保護使⽤用。

以散熱性⾼高、⼀一體成型的鋁製外殼設計來搭配你的蘋果電腦 
在堅固厚實的鋁殼內，具備了⼤大尺⼨寸、低噪⾳音的⾵風扇，可以隨時保持硬碟的正常，並排除
磁碟陣列系統內部的熱量。

速度快10倍  
當連接到⾼高速的 USB3.0 介⾯面時，SR2 讓你讀取與寫⼊入資料時的速度⽐比 USB2.0 快10倍。
( 根據⽤用⼾戶的硬體與系統配置，傳輸性能可能會有所不同。)

無需藉助軟體，⽴立即設定與監控 
無需安裝任何軟體與設定，通過前⾯面板的LCD即可設定與監控系統狀態。SR2 
的設計是讓你開箱使⽤用時即開始保護你的數據，並加快你專案內容的創作流程。

內建電源供應器 
SR2 系列使⽤用合乎安規標準的⾼高效能電源轉換率的內接式電源供應器，不僅如此，更搭配
專⽤用電源線，以提供完善的⾼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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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備份您重要的照⽚片

RAID 1 使⽤用鏡像⽅方式的儲存模式，提供最好效果的資料保
護。所有數據同時被寫⼊入到兩個硬碟內。如果其中有⼀一顆硬
碟壞損，你仍可以透過第⼆二顆硬碟來讀取你所需資料。

美好時光無法重來，珍惜你的重要照⽚片 
你是否記得每次與家⼈人相聚的美好時光？攝影⼯工作中的⼈人事地時物均不復當年，這些經年累⽉月得來不易的珍貴照⽚片是你⼀一⽣生中重要的資產。 保護
這些數位照⽚片並不困難，無論你是⼀一般 iPhoto® 的使⽤用者，還是操作 Aperture® 的專業攝影師，你都可以轉移你的圖庫到 SR2 內，藉由 SR2 安
全的保護你過去的美好時光與回憶。[ 如何在外接式儲存系統內新增 iPhoto® Library ]

RAID 0 的⾼高效能速度，可以滿⾜足流暢的視頻編輯、複雜的 3D 物件渲染與其他需要⾼高速傳輸應⽤用
的特別效果。

RAID

0
Mode

RAID

1
Mode

MacBook Pro ⼯工作站: 
在MacBook Pro 上，實現 ProRes HD 的離線編輯

SR2-SB3+

選擇⾼高性能或⾼高可靠性 - SR2 系列配備了兩種先進的磁碟陣列儲存選擇。

RAID 1 就是映像。其原理為在主硬碟上存放資料的同時也在映像硬碟上寫一樣

的資料。當主硬碟損壞時，映像硬碟則代替主硬碟的工作。所以RAID 1 的資料

安全性在所有的RAID 級別上來說是 好的。

Mirror 8TB

8TB

8TB

8TB

將多個硬碟合併成一個大硬碟，不具有安全。在存放資料時，將資料按磁碟的個

數來進行分段，然後同時將這些資料寫入這些硬碟中，所以在所有的級別中，

RAID 0 的速度是 快的。

RAID

1
Mode

RAID

0
Mode

安全模式

總容量 8TB

速度模式

總容量 16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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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與擷取: 
為了降低你遺失重要鏡頭或記憶卡的⾵風險，建議你儘快將單眼相機或 HD CAM 內的重要影⽚片轉移⾄至 SR2 以確保你的
專案⽚片段，並⽅方便後續使⽤用 SR2 來做編輯。

編輯與交付: 
為了確保你專案順利製作，在寬頻的編解碼器環境下，可直接使⽤用 SR2 或 ST2 來做直接編輯。當專案完成後，可以
複製最終檔案到 i310 內，供客⼾戶檢視使⽤用。

儲存與歸檔: 
只要抽取出 SR2 內的硬碟抽取盒，就能輕鬆做到歸檔與異地備援。每個硬碟都包含了完整的項⺫⽬目⽂文件，並可以單獨的
讀取與檢索其中的硬碟。你也可以選購其他產品，例如將資料複製到 i310 內後，再歸檔該顆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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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外觀及規格表

產品規格表

產品型號 SR2-SB3+

傳輸介面 e-SATA(6G) , USB3.0(5G) 

支援硬碟 2 x 2.5”-3.5” SATA HDD/SSD

陣列等級 RAID 0 / RAID 1

系統狀態顯示 資料傳輸、系統溫度偵測、風扇偵測、硬碟狀態

風扇 6 cm 靜音風扇 

電力與作業環境需求 * 電壓：100-240V AC 
* 頻率：50Hz 至 60Hz，單相 
* 大連續電力：68W 
* 作業溫度：0°至 40°C (32°至 104°F) 
* 存放溫度：-20°至 47°C (-4°至 116°F) 
* 相對濕度：5% 至 95% 間，非冷凝狀態

尺寸與重量 高度: 102 mm    寬度: 122 mm    深度: 205 mm    重量: 2.75 kg

產品國際編碼 EAN : 4711132864281 UPC : 884826500247

裝箱數 每箱8臺

包裝資訊 * SR2-SB3+ x 1 
* USB3.0 連接線x 1 
* e-SATA 連接線 x 1 
* AC Power 連接線 x 1 
* 快速安裝導引x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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