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产品是满足您以下需求的理
想选择：

•  为您的电脑即刻增加更多的
存储空间

•  随身携带大型文件

接口 USB 2.0
容量  250GB、320GB、500GB、640GB、750GB

希捷外置便携式移动硬盘外形小巧，是移动用户的理想选择。能够即刻为您的电脑增加更多的存储空间，让您
可以存放外出时遇到的大容量文件。

安装非常简单，只需连接上 USB 连接线，您就可以开始使用。硬盘由 USB 连接线进行供电，因此无需提供外
部电源。另外，Windows® 操作系统会自动识别硬盘，因此也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更不用进行任何配置。文件
的保存也很简单，只需拖放即可完成。

不仅使用简单，而且快速节能。USB 2.0 接口连接和 5400RPM 硬盘性能让您享受超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内置
的电源管理保证节能运行。

高品质和高可靠性

30 年来，希捷一直提供成熟可靠的存储解决方案。截止到 2008 年，希捷的硬盘出货量已达十亿块。希捷提供 
2 年有限责任质保，始终如一地保证产品质量。

优势

• 即插即播 － 无需安装软件
• 简单拖放即可保存文件
• 5400RPM 的高性能
• USB 供电
• 内置电源管理确保节能运行
• 2 年有限责任质保

*   各种应用实例中列举的数量只为说明使用。 
实际数量可能受各种因素影响，包括文件大小、文件格式、功能和应用软件。

Seagate® Expansion™ 便携式移动硬盘
附加便携式移动硬盘

250GB 320GB 500GB 640GB 750GB

数字视频小时数 250 320 500 640 750

时长两小时的 DVD 电影数量 62 80 125 160 186

数字照片数量 80,000 102,400 160,000 204,800 240,000

数字音乐小时数 4,165 5,330 12,497 10,660 12,495

存储计算器*



产品尺寸 3.15 英寸 x 0.69 英寸 x 5.56 英寸（80.01 毫米 x 17.60 毫米 x 141.29 毫米）
重量：0.35 磅（0.16 千克）

产品尺寸 (750GB) 3.31 英寸 x 1.06 英寸 x 5.97 英寸（84.07 毫米 x 26.92 毫米 x 151.64 毫米）
重量：0.69 磅（0.31 千克）

零售包装规格 包装盒尺寸：5.20 英寸 x 1.73 英寸 x 6.54 英寸（132.08 毫米 x 43.94 毫米 x 166.12 毫米）
包装盒重量：0.64 磅（0.36 千克）
外包装箱尺寸：11.30 英寸 x 7.48 英寸 x 6.06 英寸（287.02 毫米 x 189.99 毫米 x 153.92 毫米）
外包装箱重量：4.41 磅（2.00 千克）
外包装箱数量：6
每个托盘中的外包装箱数量：140
托盘尺寸：45.28 英寸 x 39.37 英寸 x 48.43 英寸（1,150.11 毫米 x 1,000.00 毫米 x 1,230.12 毫米） 
托盘重量：679.82 磅（308.36 千克）
托盘层数：7

零售包装规格 (750GB) 包装盒尺寸：5.20 英寸 x 2.20 英寸 x 6.85 英寸（132.08 毫米 x 55.88 毫米 x 173.99 毫米）
包装盒重量：1.03 磅（0.47 千克）
外包装箱尺寸：9.13 英寸 x 7.95 英寸 x 5.55 英寸（231.90 毫米 x 201.93 毫米 x 140.97 毫米）
外包装箱重量：4.65 磅（2.11 千克）
外包装箱数量：4
每个托盘中的外包装箱数量：140
托盘尺寸：47.99 英寸 x 40.00 英寸 x 47.64 英寸（1,218.95 毫米 x 1,016.00 毫米 x 1,210.06）
托盘重量：699.92 磅（317.48 千克）
托盘层数：7

性能 • 5400RPM

软件要求 • 与 Windows Vista、Windows XP 或 Mac OSX 10.4.8 或更高版本兼容

包装盒中包含  • 外置便携式移动硬盘
• USB 连接线
• 快速启动指南
• 2 年有限责任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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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容量 型号 UPC 条码 多件装 UPC

亚太地区 250GB ST902504EXM101-RK 763649015377 10763649015374

亚太地区 320GB ST903204EXM101-RK 763649015384 10763649015381

亚太地区 500GB ST905004EXM101-RK 763649015391 10763649015398

亚太地区 640GB ST906404EXM101-RK 763649017432 10763649017439

亚太地区 750GB ST907504EXM101-RK 763649018446 10763649018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