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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产品 容量 型号 UPC 条码 多件装 UPC

亚太地区 希捷 BlackArmor 400 无 STAR402 763649029527 10763649029524

亚太地区 希捷 BlackArmor 440 4TB STAU4000300 763649029534 10763649029531

亚太地区 希捷 BlackArmor 440 8TB STAU8000300 763649029558 10763649029555

亚太地区 希捷 BlackArmor 440 12TB STAU12000300 763649029565 10763649029562

CN 更换风扇 无 STAT400 763649027288 无

CN 更换电源 无 STAT401 763649027295 无

CN 更换硬盘支架 无 STAT403 763649027318 无

* 包括用于 10 台 PC 的数据备份软件许可。 
请到网上购买更多许可，网址为 www.seagate.com.cn。

产品尺寸 水平 x 垂直 x 厚度 - 9.94 英寸 x 6.29 英寸 x 7.87 英寸（252 毫米 x 160 毫米 x 200 毫米）
重量：NAS440 - 15.23 磅（6.90 千克）、NAS400 - 9.26 磅（4.28 千克）

零售包装规格 包装盒尺寸：水平 x 垂直 x 厚度 － 14.48 英寸 x 9.40 英寸 x 9.48 英寸（368 毫米 x 239 毫米 x 241 毫米）
包装盒重量：NAS440 - 18.05 磅（8.19 千克）、NAS400 - 12.70 磅（5.80 千克）
外包装箱尺寸：水平 x 垂直 x 厚度 - 19.68 英寸 x 15.74 英寸 x 10.23 英寸（500 毫米 x 400 毫米 x 260 毫米）
外包装箱重量：NAS440 - 38.95 磅（17.66 千克）、NAS400 - 28.30 磅（12.57 千克）
外包装箱数量：2
每个托盘中的外包装箱数量：24
托盘尺寸：水平 x 垂直 x 厚度 － 47.99 英寸 x 40.00 英寸 x 48.43 英寸（1,000 毫米 x 1,196 毫米 x 1,230 毫米）
托盘重量：NAS440 - 980.61 磅（444.80 千克）、NAS400 - 695.12 磅（315.30 千克）
托盘层数：4

技术规格 硬盘性能
连接性

网络协议

网络验证
文件共享协议
文件系统管理
卷管理

硬盘管理

备份管理

事件管理
媒体流

下载服务器
远程访问

SATA II
• 4 个内置 SATA II 端口
• 2 个 RJ45 以太网 (Gb)
CIFS、NFS、HTTP、HTTPS、FTP、Bonjour、
Microsoft RALLY® 

CIFS、NFS、HTTPS、FTP（通过 SSL/TLS）
RAID 0、1、10、5、JBOD*
• 共享管理
• 卷级别的加密
• 多卷管理
• SMART 状态监视器
•   本地备份 

（USB 设备到 NAS，NAS 到 USB 设备）
• 网络 NAS 到 NAS 备份
事件电子邮件通知
• iTunes® 服务器
• DLNA 兼容数字媒体服务器
下载器（HTTP 和 FTP）
希捷 Global Access™ 服务

• 4 个 USB 2.0 主机端口（后面 3 个，前面 1 个）

•   支持共享文件夹级别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 配额设置

•  客户端系统备份、网络裸机恢复
• Time Machine® 软件兼容

• UPnP

软件要求 网络 PC
 与 Pentium III、500MHz 相当或更高性能的处理器
•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
• Linux Kernel 2.6.7 或更新版本
•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新版本、Firefox 2.X 或更新版本 

（用于管理界面和 Web 访问）
• 256MB RAM

网络 Mac
• Mac OS® X 10.4.11 或更新版本
• 苹果 Safari 3.1 或更新版本

系统要求 • 局域网 (LAN)
• 互联网连接（用于系统更新和 Web 访问）

•   有线或无线路由器，带有可用的 10/100/1000 以太网端口

包装盒中包含  •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系列存储服务器
• 四块希捷硬盘 (NAS 440)
• 2M － RJ45 连接线
• AC 电源线
• 快速启动指南

•  DVD-ROM 带有
         － 用于 Windows 的希捷 BlackArmor Discovery 软件
         － 用于 Macintosh 的希捷 BlackArmor Discovery 软件
         －  用于 Windows 的希捷 BlackArmor 备份软件 

（10 个许可*）
         － 用于 Windows 的系统恢复启动（更换硬盘时需要）

*更多许可可供购买

可与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Active Directory 2000/2003/2008 集成，以填充多个用户和组。

该产品是满足您以下需求的理
想选择：

•  从中心安全位置储存和访问
文件

•  远程访问和管理文件
•  将文件备份或移动到辅助存

储设备
•  从连接到网络的 PC 自动执行

全系统备份
•  与连接到网络的 PC 和 Mac® 

计算机共享 USB 打印机
•  单个文件加密到整卷数据加密
•  采用 DLNA 或 iTunes® 的媒

体流

接口 10/100/1000 以太网、USB 2.0
容量 仅服务器、4TB、6TB、8TB、12TB

Seagate® BlackArmor® NAS 400 系列 4 托架存储服务器是完整的小型企业网络存储解决方案，可同时为多达 50 
个工作站提供卓越的运行时间和数据完整性。通过适用于连接到网络的 PC 的全系统和增量备份软件、裸机恢复
（全系统恢复）和从单个文件加密到整卷加密，自动保护业务关键数据。提供 RAID 0/1/5/10 和 JBOD 配置选
项，从而增强数据完整性和/或性能。可以通过任何流行的 Web 浏览器安全访问文件 － 无需使用专用软件。享受
希捷 3 年有限责任质保。

希捷 BlackArmor® NAS 440
希捷 BlackArmor NAS 440 是 4 托架存储服务器，带有四块预装的硬盘。NAS 440 带有开箱即用的 RAID 5 配
置，是即插即用的 NAS 解决方案，在安全备份关键数据的同时，还提供简便的设置和超大容量。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4 托架存储服务器与希捷 BlackArmor NAS 440 存储服务器具有相同的硬件和软件功
能，但没有预装硬盘。这就允许您定制存储解决方案，最大程度满足企业的需求。选择节能可靠并且通过验证的
希捷硬盘，与系统进行无缝集成。从开始只安装一块硬盘到随着企业发展添加更多硬盘，使您能够充分利用额外 
RAID 配置的优势并增加存储容量。

•  2 个以太网端口用于连接局域网，端口故障转移
和 NAS 以进行 NAS 备份

• 可由用户配置的 RAID 0/1/5/10 和 JBOD
•  4 个 USB 2.0 端口用于连接外置硬盘、打印机以

及 UPS（不间断电源）
•  为您的企业提供理想的安全级别 － 从单个文件加

密到整卷加密
•  板载 LCD 屏幕，快速显示状态信息
•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2003/2008 支持添加

多个用户和组
• 多卷管理
• 事件电子邮件通知
• DLNA、UPnP 和 iTunes® 媒体流
• 3 年有限责任质保

•  专为小型企业设计，能为多达 50 个工作站提供理想的
运行时间和数据完整性。

• 兼容用于 Mac® 计算机备份的 Time Machine® 软件
• 包括节能、可靠的 Seagate® 硬盘*
•  自动累积的全系统备份，适用于连接到网络的 PC
•  可以通过任何流行的 Web 浏览器安全访问互联网 － 无

需使用专用软件
•  支持热插拔、用户可更换的硬盘 － 无需工具
•  可以用作 FTP 服务器，通过 SSL/TLS 进行安全的远程

文件访问

优势

连接性 

•  2 个以太网端口用于连接局域
网，端口故障转移和 NAS 以进
行 NAS 备份

•  4 个 USB 2.0 端口用于连接外置
硬盘、打印机以及 UPS

• 4 个内置 SATA II 端口



专为提供理想的运行时间和数据完整性而设计。

扩展
通过 1 个前置的和 3 个后置的 USB 2.0 端口，可以连接外置 USB 硬盘以增加存储、管理异地数据交换、轻松地与所有联网的 PC 和 Mac® 计算机
共享将 USB 打印机，还可以连接 UPS（不间断电源）以便在电源中断时提供保护。

适用于小型企业的集中网络存储服务器
Seagate® BlackArmor® NAS 400 系列 4 托架
存储服务器是完整的小型企业网络存储解决方
案，可同时为多达 50 个工作站提供卓越的运
行时间和数据完整性。 

性能卓越，能够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系列存储服务器在
硬件配置上绝不逊色，采用可靠的 Seagate® 
硬盘、1.2GHZ 处理器、256MB RAM 和双千
兆以太网端口，将带给您难以置信的性能体
验 － 包括 RAID 5 配置中高达 69MB/秒的读取
速度*。您还可以将双千兆以太网端口串联到网
络，从而提供端口故障转移保护，或者将一个
端口用于连接网络，另一个用于 NAS 以进行 
NAS 备份。

企业级保护 
软件在实现业务持续性中至关重要，而希捷 
BlackArmor 存储服务器，完全能提供您所期
待的企业级保护。为了帮助保护您的关键数
据，我们的软件包能提供计划和自动、增量
和全系统备份。当 PC 硬盘发生故障时，您
可以利用裸机恢复功能来恢复整个系统，包
括操作系统、程序和设定。 

您可以对服务器软件进行配置，选择适合企
业需求的安全级别，包括从单个文件加密到
整卷加密。另外，您可以对硬盘进行配置，
为企业提供性能、冗余和存储容量的完美组
合。提供 RAID 0/1/5/10 和 JBOD 配置选
项。

体验整个系列
如果您的企业需要网络附加存储、工作站附加存储以
及便携式存储的组合以满足业务需求，那么请购买希
捷 BlackArmor® 系列产品，这将会大大简化安装和维
护。希捷 BlackArmor 系列产品使用相同的企业级软
件，可以大大减少用于部署和维护的时间。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系列存储服务器包括 4 个硬盘托架，无需工具即可轻松拆卸。更换硬盘时，通常会遇到螺丝，此时会需要螺丝刀，
还要费点劲儿。但在我们独特的硬盘盒系统里，只需在硬盘盒上装上脚针便可确保硬盘的安全，然后将硬盘盒放入硬盘托架。由于硬盘支持热插
拔，因此在维护或更新时，无需关闭服务器。

一切由您掌控
除了所附的软件，您还可以使用基于网络的管理界面
以及希捷 BlackArmor® Discovery 工具，使用非常简
单。希捷 BlackArmor Discovery 工具能显示所有连
接到您网络的希捷 BlackArmor NAS 产品，您可以利
用该工具实现快速启动和运行。在工具中，只需单击
即可查看共享卷或将其映射到计算机上、访问基于网
络的用户界面，还可对您正在使用的 PC 进行备份。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存储服务器还可以通过 
DDNS 实施远程管理，您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管理界
面进行配置。Mac® 计算机可以使用 Time Machine® 
软件进行备份，该软件可通过网络进行增量备份和全
系统备份。

通过希捷 Global Access™ 服务，您可以使用任何流行的 Web 浏览器安全地远程访问文件 － 无需使用专用软件。此外，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系列存储服务器还可以用做安全 FTP 服务器，并可通过 SSL/TLS 远程访问文件；使用在线银行时，该技术可以用来保护您的信息。

采用通过认证的希捷硬盘构建您的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存储服务器
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存储服务器出厂时没有预装
硬盘，所以您可以选择最适合企业需求的硬盘。希捷提
供一系列通过认证的硬盘，以集成到希捷 BlackArmor 
NAS 400 存储服务器。有关认证硬盘列表信息，请访问 
www.seagate.com/cn。

* 读取性能来自于 Windows® 7 64 位系统上运行的 CrystalDiskMark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