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務必先仔細閱讀本使用說明書。 

請務必妥善保管好本書，以便日後能隨時查閱。 

請在充分理解內容的基礎上，正確使用。 

本手冊內含重要資料，切勿讓學生翻閱！ 
 

【愛護地球，藍眼用心】 

本手冊採用環保列印，如需電子檔請向代理商或藍眼科技客服中心免費索取。 

 

 

 

SSM 分離式儲存機 

 

使用手冊 
 

2013/07/30 

 

www.BlueEyes.com.tw 



藍眼科技 1 www.BlueEyes.com.tw 

 

使用手冊 

本手冊適用於以下產品  

 藍眼 SSM 分離式儲存機 

 

 

 

 

感謝您使用藍眼科技的產品。  

本手冊將介紹藍眼科技產品。在您開始使用產品前，建議您先閱讀過本手冊。  

手冊裡的資訊在出版前雖已被詳細確認，實際產品規格仍將以出貨時為準。藍

眼科技對本手冊中的內容無任何擔保、宣告或暗示，以及其他特殊目的。除此

之外，對本手冊中所提到的産品規格及資訊僅供參考，內容亦可能會隨時更新，

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冊中所提的資訊，包括軟體、韌體及硬體，若有任何錯誤，

藍眼科技沒有義務爲其擔負任何責任。  

任何產品規格或相關資訊更新請您直接到藍眼科技官方網站查詢，本公司將不

另行通知。若您想獲得藍眼科技最新產品訊息、使用手冊、韌體，或對藍眼科

技產品有任何疑問，請您聯絡當地供應商或到藍眼科技官方網站取得相關訊

息。  

本手冊的內容非經藍眼科技以書面方式同意，不得擅自拷貝或使用本手冊中的

內容，或以其他方式改變本手冊的資料及發行。   

本手冊相關產品內容歸  藍眼科技 版權所有  

 

藍眼科技 

地址：404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00 號 7 樓之 3 

電話：(04)2297-0977 / (0982)842-977 

傳真：(04)2297-0957 

E-mail：support@blueeyes.com.tw 

網站：www.BlueEyes.com.tw   

mailto:support@blueey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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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SSM分離式儲存機是一款具備銀行保全 RAID 5等級的四顆硬碟外接式儲存系

統。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整體設計沿襲了藍眼科技的優秀工業設計概念以強

化的鋁合金外觀搭配人性的硬碟抽取模組，達到完美的保護與方便性的整合，

適用於補課系統領域所使用。  

SSM 分離式儲存機是一款多合一界面的硬體陣列系統，內部採用業界知名的  

Oxford 936QS 晶片做陣列控制，不需其他的軟體或另外購買陣列卡來安裝。

SSM 分離式儲存機只有簡單的陣列等級切換與硬碟安裝而已，輕鬆的連接至

電腦及完成整個安裝動作，是經濟又有效率的儲存系統。  

SSM 分離式儲存機提供 RAID 5 儲存模式。在  RAID 5 模式下，系統中即使

有一顆硬碟壞損，仍可保有系統中的資料完整，使用者只需更換新的硬碟即可

重建出完整的資料。  

SSM 分離式儲存機專屬的硬碟托盤均設計有安全鎖以及鎖定硬碟的安全架構。

有效對於敏感的資料維護，簡單且易用，如果發生硬碟壞損的現象，使用者不

用擔心資料維護的問題，僅需購買相同型號與容量的硬碟做更換即可，大大的

降低機器維修期所耗費的等待時間。  

易於閱讀的背光液晶顯示屏提供了寶貴的數據和更有信心，讓使用者更能一目

了然了。此外，LED 狀態指示燈提供了清楚的 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運作。它

還允許配置而不須連接到電腦。甚至包含了警報聲的設計，讓使用者及時瞭解

系統狀態。  

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主要外殼是由鋁合金無縫成形出來的，高達  3.5mm 的

厚度使得 SSM 分離式儲存機比其他的小型磁碟陣列更堅固且精緻。鋁合金的

外殼也讓 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整體散熱效果發揮到最大效能，妥善的延長內

部硬碟的壽命。  

SSM 分離式儲存機後方 8cm 風扇具備智慧型轉速設計，在 SSM 分離式儲存

機整體溫度未達攝氏  30 度以上，風扇呈現靜止狀態，若溫度達攝氏  30 度

以上時，8cm 風扇才會徐徐轉動，並於溫度達攝氏  40 度以上時，呈現全速

轉動。如此的設計，不僅讓 SSM 分離式儲存機隨時能保持最佳的散熱效果，

更能避免風扇始終維持高轉速時產生的高頻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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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色 

‧  單台 SSM 分離式儲存機最高可擴充達  6,000 小時錄影長度，可儲存

超過 4 年的補課資料  

‧  內建磁碟陣列  RAID 5，提供媲美銀行資料安全保護等級，上課影片不

會因為硬碟損壞而遺失  

‧  獨創分離式儲存設計，擴充性佳  

‧  高速 eSATA 傳輸介面與自動歸檔  

更多 SSM 分離式儲存機特色與說明，詳見官方網站： 

http://www.blueeyes.com.tw/iLearning_FL_SSM_pa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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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觀面板介紹 

 

 

A 硬碟狀態指示燈 B 硬碟抽取盒 C 鑰匙孔 

D LCD 顯示幕 E UP 按鍵 F DOWN 按鍵 

G ENTER 按鍵 H ESC 按鍵 I 電源指示燈 

J 系統警示燈 K USB3.0 連接埠 L e-SATA 連接埠 

M FireWire 800 連接埠 N 靜音按鈕 O. 電源開關 

P 電源插座 Q 風扇 R 防竊鎖孔 

 

硬碟位置 1 硬碟位置 2 硬碟位置 3 硬碟位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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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 FL 片庫系統連接圖 

SSM 分離式儲存機是以高速 eSATA 線連接 FL 片庫系統。  

 

 

 

SSM 連接 FL 的 eSATA 線材質較硬，不易彎曲，請特別小心，注意不要過度凹折。 

eSATA 線為無卡榫設計，有可能會因為觸碰到而鬆脫，如有發現 SSM 無掛載時，請

將 eSATA 線端子拔掉重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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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機 

儲存模式解說：  

‧  安全模式 Safe mode ( Raid 5 ) : 一個獨立資料儲存容量並包含資料保護
功能。  

‧  快速模式 Speed mode ( Raid 0 ) : 一個大的獨立資料儲存容量並可加速
資料存取但無資料保護功能。  

請先將背面開關開啟後，前面板的硬碟指示燈將開始閃爍〈紅燈〉顯示系統開

始進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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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 LED 面板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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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面板的指示燈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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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硬碟更換步驟及資料重建功能說明 

當系統運作時，若聽見警示聲響起，並發現其一硬碟抽取盒的前置指示燈號恆

亮為紅色，即可能此抽取盒內的硬碟已發生故障，需更換上新硬碟，請依照以

下步驟完成更換程序：  

步驟 1 〈頂針〉插入鑰匙孔後，取出故障硬碟所存放的抽取盒，再將硬碟從抽取盒上拆

解下。  

步驟 2 將新的硬碟安裝至抽取盒後，再將新硬碟的抽取盒插回〈SSM 分離式儲存機〉

空的硬碟槽位置並將抽取盒門閂鎖上，確認硬碟已完全插入。  

步驟 3 RAID 5 模式下，您將會看到所更換的新硬碟抽取盒旁的指示燈號呈現閃爍紅紫

燈的狀態表示更換上的硬碟資料正在進行重建；此時，您仍可正常使用〈SSM

分離式儲存機〉工作；待資料重建指示燈號停止，即代表資料重建完成。  

磁碟陣列資料重建所需要的時間。  

 

磁碟陣列中的其中一顆硬碟故障，請重新啟動系統檢查是否為硬碟故障，若仍

顯示硬碟故障依照下一章節步驟，進行故障硬碟更換。  

 

磁碟陣列中出現一顆以上的硬碟故障，出現這個畫面時表示這個磁碟已損毀，

請重新建立磁碟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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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蜂鳴器發出警告聲響嗶嗶聲時，如果您已經注意到但覺得太吵，您可以按下 SSM

分離式儲存機背面的靜音按鈕（第 1.3 章圖中標記 12 處）關閉警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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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裝或更換硬碟 

〈SSM 分離式儲存機〉於出貨時皆已安裝與設定完成硬碟，如在使用中遇到

硬碟需要更換時（硬碟有問題、擴充容量等），請按照以下方法取出或安裝硬

碟。  

使用附件包中的〈頂針〉插入鑰匙孔後，抽取盒門閂將會輕彈開啟，便可取出

抽取盒。  

  

取下抽取盒上的原固定架，使用附件包中的硬碟螺絲將硬碟鎖在硬碟抽取盒上；

再將裝載硬碟的抽取盒由硬碟位置  A 開始依序放入硬碟位置  B、C、D 中，

並推回到底，最後再將把手扣上。  

 
 

 

 

SSM 分離式儲存機一次必須安裝 4 顆硬碟，不能安裝少於 4 顆硬碟，不足 4 顆硬碟

是無法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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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初始化 

初始化方法有兩種，分為簡易方法與終極方法。  

10.1 簡易方法 

 

 

初始化需要的時間(簡易方法) 
30 
秒 

 

1. 開啟 SSM 電源按鈕  

2. 按下前面板【select】按鈕  

3. 面板顯示過程為  

 

⇒ 

 

⇒ 

 

⇒ 

 
 

4. 完成簡易初始化  

 

  

Powering up 

Re-init 

Powering up 

Waiting 

 

Potecting disks 

Waiting 

 

Active 

--Menu 



藍眼科技 14 www.BlueEyes.com.tw 

 

10.2 終極方法 

 

 

初始化需要的時間(終極方法) 2 
分鐘  

 

1. 關閉 SSM 電源按鈕  

2. 將後面板的 RAID5 切換至 RAID0 

3. 開啟 SSM 電源按鈕  

4. 前方資訊面板顯示 Re int?訊息  

5. 按下前面板【select】按鈕，進行重新初始化(1) 

6. 等到資訊面板顯示 Active 訊息，初始化(1)完成  

 

7. 關閉電源，將後面板的 RAID0 切回至 RAID5 

8. 開啟 SSM 電源按鈕  

9. 前方資訊面板顯示 Re int?訊息  

10. 按下前面板【select】按鈕，進行重新初始化(2) 

11. 等到資訊面板顯示 Active 訊息，初始化(2)已經完成  

 

12. 完成終極初始化  

 

  

Active 

--Menu 

Active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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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統過熱與風扇故障狀況排除 

〈SSM 分離式儲存機〉內建故障警示功能，若〈SSM 分離式儲存機〉發生以

下兩個情形時，內建的蜂鳴器會發出警告聲響，前面板的紅色警示燈號也會亮

起：  

 內部溫度超過  60℃  

 風扇發生故障停止運轉時  

此時你可按下背面的靜音按鈕，先將警示聲關閉，並在允許的狀況下關閉〈SSM

分離式儲存機〉電源讓機器降溫；同時，請先確認機體擺放環境是否通風良好，

沒有任何物體擋住風扇孔，一併檢查風扇是否停止運轉；待上述檢查確認後，

再將電源開啟繼續使用本系統。若問題還是無法獲得解決，請與本公司連絡，

以便取得進一步的支援。  

 

 

內建蜂鳴器發出警告聲響嗶嗶聲時，如果您已經注意到但覺得太吵，您可以按下 SSM

分離式儲存機背面的靜音按鈕（第 1.3 章圖中標記 12 處）關閉警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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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意事項 

‧  RAID 5 的容量形成是將硬碟中最小容量乘上 3 倍，使用前必須每顆硬碟裝

置槽都已完成硬碟安裝，建議全部使用相同廠牌與同規格之全新硬碟。同

時，如果需要更換新的硬碟時，也請您務必購買規格、容量、廠牌相同的

硬碟，若您無法購買到符合上述條件的硬碟時，請選購容量大於另一最少

20GB 的硬碟。  

‧  硬碟格式化後，由 FL 片庫系統所辨識〈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實際總容

量會與硬碟廠所標示的容量加總後，將有所差異。  

‧  當系統運作時，請勿任意移除任何一顆硬碟，以免導致資料遺失。  

‧  完成系統初始化安裝後，在使用上請勿任意變更硬碟位置；此動作將可能

導致系統無法形成 RAID。  

‧  當您需要關閉或移除〈SSM 分離式儲存機〉時，請務必先在 FL 片庫系統

中進行關機動作讓硬碟安全移除後，方進行〈SSM 分離式儲存機〉電源關

閉的動作。  

‧  在 RAID 5 模式下儲存系統僅容許單顆硬碟故障。因此，當您發現二顆以

上的硬碟顯示故障時，您先前已儲存的資料可能已毀損或遺失。建議您可

尋找專業硬碟資料救援服務公司，試著將您毀損或遺失的資料重新取回。  

 

 

強烈建議除了使用〈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資料儲存功能外，請針對重要資料備份

到另一個儲存裝置上或遠端異地備份，雙重備援您重要的資料。提醒您！若您儲存在

〈SSM 分離式儲存機〉的資料損毀或遺失，本公司將不負任何的責任。 

 

╳━╳━╳━╳━╳━╳━╳━╳━╳━╳━╳━╳━╳━╳━╳━╳━╳━╳━╳━╳━╳━╳━╳━╳━╳━╳━╳━╳  

本 手 冊 內 容 到 此 為 止 ， 感 謝 您 的 耐 心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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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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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2013 BlueEyes Technology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is paper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BlueEyes is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BlueEyes Technology Corporation. Other 

product or company names mentioned herein may be th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愛護地球，藍眼用心】 

本手冊採用環保列印，如需電子檔請向代理商或藍眼科技客服中心免費索取。 

 

 

 

 

 

 

 

 

 

 

 

 
 

 

 

 

 

 

 

 

 

 

 

 

 

 

藍眼科技客戶服務中心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 200 號 7F-3 

電話：(04)2297-0977 

 

手冊中的所有資料都是根據藍眼標準測試方法測定，如有任何印刷錯誤或翻譯上的誤差，望廣大使用者

諒解。本手冊或產品設計與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手冊中的畫面用語、圖示等與實際相比，可

能會有微小變化和差異，請以實際操作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