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携式移动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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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足未来需求。一向耐用。足未来需求。一向耐用。

用于下一代计算机的新 USB-C 连接器
随附的 USB 3.0 适配器兼容 PC 或 Mac®

总线供电，适用于移动工作流程

防摔、防压、防雨，适合各种环境使用

design by neil poulton

产产品概述品概述

LaCie Rugged® USB-C 便携式移动硬盘集尖端的 USB-C 技术与坚固的耐用性于一
身，为您的数据架设了一道兼容 Apple Macbook 等下一代计算机以及 USB 计算机
的桥梁。

LaCie Rugged USB-C 硬盘在市场中的同等尺寸中具有最高的存储容量，可为您提
供足够的空间来存储目前和未来的数码内容。超大容量允许您将 LaCie Rugged 作
为存储转移硬盘，将镜头从拍摄设备传输到后期制作，或者存储大量 Lightroom® 资
料库。

十年来，创意专业人员都依赖于 LaCie Rugged 硬盘，因为它们是传输和捕获现场
数据的最可靠方式。LaCie Rugged USB-C 防摔、防压、防雨，并可防止未经授权
的访问，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暴雨，还是飞机货舱中的行李箱挤压，均足以应对各种

极端条件。

您数据的您数据的护护甲甲

防摔：4 英尺 (1.2m)1

防压：1 吨汽车2

防水：下雨

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提供加密

2 年有限责任质保

1 非操作模式。 
2 由接近实际情况的测试确定，该测试中不计外观损坏，在产品被近 1 吨的汽车碾压（1,000 千克/2,205
磅）后硬盘仍可工作。



便携式移动硬盘

规格

容量 2TB 及以下 产品尺寸 包装盒尺寸 外包装箱尺寸 托盘尺寸

长度（英寸/毫米） 0.736 英寸/18.7 毫米 1.811 英寸/46 毫米 7.795 英寸/198 毫米 47.992 英寸/1219 毫米
宽度（英寸/毫米） 3.385 英寸/86 毫米 4.724 英寸/120 毫米 7.559 英寸/192 毫米 40 英寸/1016 毫米
厚度（英寸/毫米） 5.318 英寸/135.1 毫米 7.322 英寸/186 毫米 5.354 英寸/136 毫米 43.110 英寸/1095 毫米
重量（磅/千克） 0.220 磅/0.1 千克 0.881 磅/0.4 千克 3.527 磅/1.6 千克 798.29 磅/362.1 千克
容量 4TB 及以上 产品尺寸 包装盒尺寸 外包装箱尺寸 托盘尺寸 
长度（英寸/毫米） 3.385 英寸/26 毫米 5.078 英寸/54 毫米 13.42 英寸/227 毫米 42.91 英寸/1219 毫米
宽度（英寸/毫米） 3.385 英寸/86 毫米 4.724 英寸/120 毫米 7.755 英寸/197 毫米 40 英寸/1016 毫米
厚度（英寸/毫米） 5.318 英寸/135.1 毫米 7.322 英寸/186 毫米 5.354 英寸/136 毫米 43.110 英寸/1095 毫米
重量（磅/千克） 0.881 磅/0.4 千克 1.102 磅/0.5 千克 4.850 磅/2.2 千克 900.367 磅/408.4 千克
数量

外包装箱中的包装数量 4
每个托盘中的外包装箱数量 210（2TB 及以下），175（4TB 及以上）
托盘层数 7

系统要求

配有 USB-C、USB 3.0 或 USB 2.0 端口的计算机
最新版本的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 / Mac OS® X 10.9 和更高版本
最低可用磁盘空间：600MB（建议）

 
内附

LaCie Rugged USB-C
USB-C (USB 3.1 5Gb/s) 连接线
USB-C 转 USB-A 线缆
快速安装指南

地区 型号 容量 有限质保（年） UPC 条码 EAN 条码 多件装 UPC 注

全球 STFR1000800 1TB 2 763649111673 3660619400140 10763649111670 包含 2 年 Rescue 数据恢复
服务

全球 STFR2000800 2TB 2 763649111680 3660619400157 10763649111687 包含 2 年 Rescue 数据恢复
服务

全球 STFR4000800 4TB 2 763649111697 3660619400164 10763649111694 包含 2 年 Rescue 数据恢复
服务

全球 STFR5000800 5TB 2 763649126158 3660619403653 10763649126155 包含 2 年 Rescue 数据恢复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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