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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bo 5N2

5N2提供了最好的使用者档案分享、
安全备份、远程操控以及灾难数据回
复的储存解决方案。5N2是目前Drobo
网络储存设备中效能最好，功能最强
大的机种，处理器比上一代效能最高
可提升两倍之多，也从更昂贵的高阶
机种下放了双网络联机能力，并享有
所有一切Drobo获奖的专利数据储存
技术为您提供服务，5N2更是市场上
最简易使用的NAS产品。

Drobo 5N2 针对家用以及小型办公室
使用环境优化，简化操作流程让人人
更能容易上手。搭载Drobo独家专利
BeyondRAID™技术， 能将家中、或者
多台计算机集中备份管理，也能做为
您的多媒体影音串流服务器。经由安
全联机分享档案，让办公室重要数据
也不轻易外泄。Drobo高阶机种才有
的Disaster Recovery (DR)灾难回复救
援功能下放，更是让5N2提供了更完
美的数据保护机制。Drobo 5N2能完
全兼容于 myDrobo 软件平台，让用
户能使用更多App来进行远程操控、
影音分享以及云端备份等需求，让
5N2变成您最佳的个人助手。

数据保护与扩充容量更简单
内建获奖无数的 BeyondRAID™专
利技术，能保护一到两组的磁盘冗
余。Drobo 5N2 能保护您的数据免于
任何其他人的读取或者使用。若发生
多颗硬盘同时故障的状况，Drobo也
能提供实时自我修复功能，甚至无需
要连接到您的区网之下，也能进行软
件组态与设定。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磁盘的热插
入抽换而无需要关机。若您觉得容量
不够，前方的指示灯会提示您如何操
作，只要购入新的硬盘，将之插入空
硬盘槽，或者移除旧的小容量硬盘更
换大容量硬盘，一切都是自动化进行
设定。

双高速 Gigabit 联机能力
Drobo 5N2 内建两组高速Gigabit 网
络接口，能让您直接联机到您的网络
之中，您只需要简单将网络线从分享

器中连到5N2即可，您也可以将另外
一条网络线直接连到您的计算机，而
且无需任何设定即可完成，另外两组
网络线也可合并在一起，可有效提升
网络封包传输效能，同时避免一组网
络故障的问题。

更高效能，更大容量
Drobo 5N2能支持新一代的硬盘格
式，用户可依需求组态更大容量的储
存空间，另外更提供了热数据快取加
速的选项，只要用户选购Msata SSD
装入即可享受Drobo智能型的数据快
取加速功能，让整体读写效能更为强
悍。

myDrobo 整合平台，集中管理
myDrobo 整合平台将Drobo产品发挥
到淋漓尽致。Drobo NAS 产品硬件皆
能提供加密有保障的完整终端到终端
的联机机制，所有Drobo 应用软件也
受到此一保护。

DroboAccess 提供iOS 以及Android 
app能让 Drobo NAS 用户，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只要网络联机，也能
确保网络是经过加密状态联机到您的
机器，这能让中小企业的用户也能同
样放心使用网络浏览器联机到Drobo
产品。

DroboPix iOS 以及 Android app 能让
用户简单且自动的上传备份手机平板
内的相片以及影片到Drobo内，只要
您开启同区网的Wi-Fi就能自动经由安
全的联机下将您的宝贵数据备份。

强而有力的数据保护功能
Drobo 不只能保护磁盘故障，万一遭
遇断电状况时，更能保护您的数据安
全。Drobo 5N2 内建先进的电池备援
技术。

这能够保护所有正在内存或者快取中
读写的数据安全，内建的电池电力足
够让这些数据在完全断电前，回写到
硬盘内保存，避免数据因为电力中断
损毁的情事。

全新次世代储存产品，适用于您打造个人或者是小型办公
室网络储存环境而生 Drobo Dashboard

Drobo 整合管理软件Dashboard是
一款能集中管理所有您的Drobo产
品的软件，它能与您机器前方的指
示灯状态同步，重点是所有的管理
行为都简化为轻松按下一个按键即
可完成。

Drobo灾难复原(DR)让您异地异机同
步保护
您只要准备好两台5N2，经由网络连
接两台之后，就能简单设定好异机备
份救援的功能，而且是完全1:1资料同
步，因此万一其中一台发生故障等问
题，另外一台可以马上接手，而您的
数据备份也可以在处理好故障问题之
后，再继续进行自动的备份，让很棘
手的数据复原变得非常简单可靠。

为使用者量身打造
Drobo的产品一直是节省摆放空间
为主的高效率设计，当然5N2也不例
外，这是专为提供您摆设于桌上的小
型服务器，不管您是家用或者办公室
内使用，Drobo独家的磁盘安装设计
让机器尺寸不会过分长大，节省您宝
贵的桌上空间。

Drobo 5N2同时也是Drobo历来最安
静的产品之一，内建几乎无声运作的
高效能散热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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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介绍
传输接口  – 2 组Gigabit 网络连接口 保固  – 两年保固

硬盘以及扩充功能  – 最大可支持5颗 3.5吋 SATA II/III 硬盘或者
是固态硬盘(需另外选购)

 – 1组mSATA固态硬盘，安装于Drobo 快取槽
提升系统效能快取用(需另外选购)

 – 可支持全部厂牌、容量、转速等硬盘，或者
快取，无需任何转接器或者工具

 – 支持热插入功能可实时追加更大容量的硬盘

附加软件规格  – 热区数据快取功能
 – Drobo应用软件
 – myDrobo 兼容功能
 – 硬盘转速降低功能
 – 可调亮度灯光功能
 – 支持 OS X Time Machine 功能
 – 云端数据处理

BeyondRAID特色  – 超大容量扇区
 – 支持立即扩充
 – 支持不同容量磁盘混合组态
 – 全自动保护措施
 – 支持单一或者双磁盘冗余数组
 – 虚拟热备援功能
 – 数据感知功能
 – 数据重新传送功能
 – 最大可支持64TB文件系统

尺寸以及重量  – 桌上型规格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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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器净重: 8.5 磅 (3.9 公斤) 不包含硬盘、
电源供应器以及包装

管理功能  – 磁盘槽监控指示灯、容量计算表、状态指
示灯

 – Drobo 仪表板 3.0X 版本或者更新版

电源以及散热规格  – 外接式电源供应: 
• AC 输入 – 100-240VAC~2A, 50-60Hz 
• DC 输出 – 最大可达 12V, 7A, 84W

 – 固定式 120mm 可调速散热风扇

支持操作系统  – Apple® macOS X 10.10版本或者更新版
 – Microsoft® Windows® 10
 – Microsoft® Windows® 8
 – Microsoft® Windows® 7

环境规格  – 噪音参数 – 正常运作状态: <30.4 dB
 – 运作温度: 10°C – 35°C (50° – 95°F)
 – 非运作温度 (储存状态): -10° – 60°C 
(14° – 140°F)

 – 运作湿度: 5% – 80%

网络协议  – 常规网络标准系统 (CIFS) / 服务器消息区块 
(SMB)

 – Apple 过滤协定 (AFP)

配件  – Drobo 5N2机器本体
 – 6 英呎 (1.8米) 网络线两条
 – 6 英呎 (1.8米) 电源线以及电源供应器
 – 快速启动指南

硬件规格  – 不占空间的磁盘槽设计
 – 断电保护机制
 – 外壳与前盖采金属材质坚固耐用
 – 支持 Kensington 锁头 (不包含锁具)

网络特殊功能  – 支持网络连接失败备援、联机合并功能
 – 支持大型封包 (最高可达 9000 位 MTU)

如何正确选择适合的硬盘
Drobo 提供您各种弹性的选择方式，让您可自由搭配想要使用的磁盘类型，更多 Drobo 磁盘搭配使用指南，请参考网站:  
www.drobo.com/products/choose-drive

更多信息
您可以透过以下连结了解关于Drobo创新技术的信息: www.drobo.com/how-it-works

了解更多关于 Drobo BeyondRAID，请参考以下: www.drobo.com/how-it-works/beyond-raid

了解更多关于Drobo Apps，请参考以下: www.drobo.com/drobo-solutions/drobo-apps/

学习更多关于myDrobo platform，请参考以下: www.drobo.com/mydrobo-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