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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產品 容量 型號 UPC 代碼 多包 UPC

亞太地區 BlackArmor 400 NA STAR402 763649029527 10763649029524

亞太地區 BlackArmor 440 4 TB STAU4000300 763649029534 10763649029531

亞太地區 BlackArmor 440 8 TB STAU8000300 763649029558 10763649029555

亞太地區 BlackArmor 440 12TB STAU12000300 763649029565 10763649029562

全球 替換風扇 NA STAT400 763649027288 NA

全球 替換電源供應器 NA STAT401 763649027295 NA

全球 替換硬碟機支架 NA STAT403 763649027318 NA

* 含 10 台 PC 的資料備份軟體授權。 
可透過 www.seagate.com 購買其他授權。

產品尺寸 水平 x 垂直 x 深度 – 9.94 吋 x 6.29 吋  x 7.87 吋 (252 公釐 x 160 公釐 x 200 公釐)
重量：NAS440- 15.23 磅 (6.90 公斤)，NAS400- 9.26 磅 (4.28 公斤)

零售包裝規格 外盒尺寸：水平 x 垂直 x 深度 – 14.48 吋 x 9.40 吋 x 9.48 吋 (368 公釐 x 239 公釐 x 241 公釐)
外盒重量：NAS440- 18.05 磅 (8.19 公斤)，NAS400- 12.70 磅 (5.80 公斤)
主要紙箱尺寸：水平 x 垂直 x 深度 – 19.68 吋 x 15.74 吋 x 10.23 吋 (500 公釐 x 400 公釐 x 260 公釐)
主要紙箱重量：NAS440- 38.95 磅 (17.66 公斤)，NAS400- 28.30 磅 (12.57 公斤)
主要紙箱數量：2
各棧板的主要紙箱數：24
棧板尺寸：水平 x 垂直 x 深度 – 47.99 吋 x 40.00 吋 x 48.43 吋 (1,000 公釐 x 1,196 公釐 x 1,230 公釐)
棧板重量：NAS440- 980.61 磅 (444.80 公斤)，NAS400- 695.12 磅 (315.30 公斤)
棧板層數：4

技術規格 硬碟機效能
連線能力

網路通訊協定

網路認證
檔案共用通訊協定
檔案系統管理
磁碟機管理

磁碟管理

備份管理

事件管理
媒體串流

下載伺服器
遠端存取

SATA II
• 4 個內接式 SATA II 連接埠
• 2 RJ45 乙太網路 (Gigabit)
CIFS、NFS、HTTP、HTTPS、FTP、Bonjour、
Microsoft RALLY® 

CIFS、NFS、HTTPS、FTP over SSL/TLS
RAID 0、1、10、5、JBOD*
• 共用管理
• 磁碟機加密
• 多磁碟機管理
• SMART 狀態監控
•   本機備份 

 (USB 設備到 NAS、NAS 到 USB 設備)
• 網路 NAS 到 NAS 備份
事件電子郵件通知
• iTunes® 伺服器
• 與 DLNA 相容的數位媒體伺服器
下載程式 (HTTP 與 FTP)
Seagate Global Access™ 服務

• 4 個 USB 2.0 主機埠 (3 個後接式，1 個前置式)

•   支援共用資料夾層級存取控制清單 (ACL)
• 限定值設定

•  透過網路進行用戶系統備份、災難回復
• 可相容於 Time Machine® 軟體

• UPnP

軟體需求 透過網路連接的 PC
•  Pentium III，500 MHz 相當或更高等級的處理器
•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作業

系統
• Linux Kernel 2.6.7 或更新版本
•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新版本或 Firefox 2.X 或更新版本  

(供管理介面與 Web 存取)
• 256 MB RAM

透過網路連接的 Mac
• Mac OS® X 10.4.11 或更新版本
• Apple Safari 3.1 或更新版本

系統需求 • 本機區域網路 (LAN)
• 網際網絡連線 (以進行系統更新及 Web 存取)

•  有線或無線路由器，具備 10/100/1000 乙太網路連接埠

盒內包含  • 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儲存伺服器
• 四台 Seagate 硬碟機 (NAS 440)
• 2M – RJ45 連接線
• AC 電源線
• 快速入門手冊

• 含有以下內容的 DVD-ROM：
         - 適用 Windows 的 BlackArmor 搜尋軟體
         - 適用 Macintosh 的 BlackArmor 搜尋軟體
         - 適用 Windows 的 BlackArmor 備份軟體 (10 份授權*)
         -  適用 Windows 的 System Recovery Boot 

 (在硬碟機更換時需要)
*可另購更多授權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Active Directory 2000/2003/2008 整合，以填入使用者和群組。

最適合當您需要：

•  從集中的安全位置儲存及存
取檔案

•  遠端存取與管理檔案
•  將檔案備份或移動到輔助的儲

存設備上
•  在透過網路連接的 PC 上自動

執行全系統備份
•  讓透過網路連接的 PC 與 

Mac® 電腦共用 USB 印表機
•  針對所有資料中的個別檔案

進行加密
•  使用 DLNA 或 iTunes® 串流

媒體

介面 10/100/1000 乙太網路、USB 2.0
容量 僅限伺服器、4TB、6TB、8TB、12TB

Seagate® 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4 機槽儲存伺服器是完整的小型企業網路儲存解決方案，目的是為多達 50 
部工作站提供最佳的運作時間與資料完整性。以在透過網路連接的 PC 上進行增加項目備份與全系統備份、災難
回復 (全系統回復)，以及個別檔案到全磁碟區加密等功能，自動保護關鍵業務資料。以 RAID 0/1/5/10 & JBOD 配
置選項強化資料完整性和/或效能。透過網際網路以任何常見的 Web 瀏覽器安全地存取檔案 — 不需安裝特別的軟
體，並有 3 年有限責任保固背書。

BlackArmor® NAS 440
BlackArmor NAS 440 是 4 機槽儲存伺服器，具有四部預先安裝的硬碟機。原裝即具備 RAID 5 配置的 NAS 440 為
隨插即用 NAS 解決方案，易於安裝並具備市面上最高容量，同時還能安全地備份重要資料。

BlackArmor® NAS 400
BlackArmor NAS 400 4 機槽儲存伺服器具有和 BlackArmor NAS 440 儲存伺服器相同的硬體和軟體功能，但沒有
預先安裝的硬碟機。如此可以讓您自訂最符合您業務需求的儲存解決方案。有多款經認證能與系統完美整合的節
能、可靠 Seagate 硬碟機可供選擇。您可以先安裝一部硬碟機，並在企業擴展時選擇新增其他硬碟機，以利用額
外的 RAID 配置來增加儲存空間。

•  兩個乙太網路連接埠，可供本機網路連線、連接
埠失效接手，以及 NAS 到 NAS 備份

• 使用者可自行配置的 RAID 0/1/5/10 與 JBOD
•  四個 USB 2.0 連接埠，可供外接式硬碟機、印表

機與 UPS (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使用
•  提供適合您企業的安全性等級 – 從個別檔案到全

磁碟區加密
•  內建 LCD 螢幕，提供快速狀態資訊
•  支援使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2003/2008 

填入使用者和群組
• 多磁碟機管理
• 事件電子郵件通知
• DLNA、UPnP 和 iTunes® 媒體串流
• 3 年有限責任保固

•  專為小型企業設計，可為多達 50 部工作站提供最佳的
運作時間與資料完整性

•  可相容於 Time Machine® 軟體，適用於 Mac® 電腦備份
• 包括節能且可靠的 Seagate® 硬碟機*
•  為透過網路連接的 PC 進行增加項目及全系統自動備份
•  可透過任何常見的 Web 瀏覽器安全地進行網際網路存

取 – 不需安裝特別的軟體
•  使用者可自行替換的熱拔插硬碟機 — 無需任何工具
•  可作為 FTP 伺服器，透過 SSL/TLS 安全地進行遠端檔

案存取

產品特色

連線能力 

•  兩個乙太網路連接埠，可供本機
網路連線、連接埠失效接手，以
及 NAS 到 NAS 備份

•  四個 USB 2.0 連接埠，可供外接
式硬碟機、印表機與 UPS 使用

• 四個內接式 SATA II 連接埠



專為提供最佳運作時間與資料完整性而設計。

擴充設備
一個前置式和三個後接式 USB 2.0 連接埠能讓您連接外接式硬碟機以便擴充額外的儲存空間、管理異地資料交替、讓所有透過網路連接的 PC 和 
Mac® 電腦輕鬆共用 USB 印表機，或連接 UPS (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以預防停電。

適合小型企業的集中網路儲存伺服器
Seagate® 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4 機槽
儲存伺服器是完整的小型企業網路儲存解決方
案，設計目的是為多達 50 部工作站提供最佳
的運作時間與資料完整性。 

能跟隨您企業步調的效能
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儲存伺服器在硬
體方面也毫不妥協，使用具備 1.2 MHZ 處理
器、256 MB RAM 和雙 Gigabit 乙太網路連接
埠的 Seagate® 硬碟機，您將會體驗驚人的效
能 – 包括使用 RAID 5 配置最高可達 69 MB/
秒的讀取速度*。雙重 Gigabit 乙太網路連接埠
也可以使用串聯方式連接到您的網路，以提供
連接埠失效接手保護，或將一個連接埠用於網
路連線，另一個用於 NAS 到 NAS 備份。

企業級保護 
軟體在實現企業永續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而有了 BlackArmor 儲存伺服器，您可以
預期享有企業級的功能。為幫助保護您的重
要資料，我們的套裝軟體提供排程與自動備
份、增加項目備份和全系統備份。PC 硬體故
障時，您可以使用災難回復功能來還原整個
系統，包括作業系統、程式與設定。 

伺服器軟體也可加以配置，讓您從個別檔案
到全磁碟區加密，選擇適合您企業的安全性
等級。另外，可以配置硬碟機，將企業的效
能、備援和儲存容量配合到最理想的程度。
有 RAID 0/1/5/10 以及 JBOD 配置可供選
擇。

體驗整個系列
當您的企業需要網路連接、工作站連接和可攜式儲存
裝置以配合企業需要時，購買 BlackArmor® 系列產品
可以簡化安裝和維護。BlackArmor 產品系列使用相
同的企業級軟體，此軟體將會減少部署和維護所花費
的時間。

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儲存伺服器包括四個硬碟機機槽，不需使用工具即可輕鬆卸除硬碟機。更換硬碟機一般需要螺絲、螺絲起子，還得費
上一點勁。但是有了我們獨特的卡匣系統，您只需要使用卡匣上附有的針腳固定硬碟機，然後將卡匣滑入硬碟機機槽即可。由於硬碟機支援熱拔
插，進行維護或升級不需要關閉伺服器電源。

一切操之在您
除了隨附的軟體外，Web 型管理介面與 BlackArmor® 
搜尋工具也可供直接使用。BlackArmor 搜尋工具可
顯示連接到您網路的所有 BlackArmor NAS 產品，讓
您可以立即使用。只要在搜尋工具中按一下，就可
以檢視或對應電腦共用的磁碟機、存取 Web 型使用
者介面或備份您正在使用的 PC。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儲存伺服器也可以透過由 Web 型管理介
面配置的 DDNS 進行遠端管理。Mac® 電腦可以使用 
Time Machine® 軟體備份，此軟體可透過網路提供全
系統的增加項目備份。

使用 Seagate Global Access™ 服務，您可以透過任何常見的 Web 瀏覽器安全地遠端存取檔案 — 不需安裝特別的軟體。此外，BlackArmor NAS 
400 Series 儲存伺服器可以作為安全的 FTP 伺服器，允許透過 SSL/TLS 遠端存取檔案；在線上進行銀行業務時也使用同樣的技術保護您的資
訊。

使用經認證的 Seagate 硬碟機建立您的 BlackArmor 
NAS 400 儲存伺服器
BlackArmor NAS 400 儲存伺服器並未隨附預先安裝的硬
碟機，因此您可以選擇最適合您企業的硬碟機。Seagate 
提供一系列經認證可與 BlackArmor NAS 400 儲存伺服
器整合的硬碟機。如需最新的經認證硬碟機清單，請造
訪 www.seagate.com。

* 於 Windows® 7 x64 系統上使用 CrystalDiskMark 3.0 獲得的讀取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