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DD  使用手册

IODD Co.,Ltd.



目 录

第一章。 使用前准备 第三页

第二十一页

第四十三页

第五十一页

 go to Wiki site

第二章。 使用IODD

第三章。高级用户指南

第四章。FAQ 与疑问解答/保修信息/附录

IODD Wiki (Multi Language) - External links

使用手册介绍

产品组件与配置         

系统/启动 要求事项

各部分名称                                                

组装方法                                                                

LCD状态窗说明                                                           

操作方式                                                                         

与电脑连接方法

确认基本操作

使用VHD Tool++ 创建VHD

利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 

Windows-To-Go启动 支持指南

树形菜单

      2541

      2531

错误信息

      2541

      2531

2541加密功能介绍

AES256加密设置/解除加密

新硬盘初始化与设置

下载最新固件/安装固件/应急修复模式安装固件

IODD虚拟CD-ROM功能介绍

虚拟CD-ROM(ODD) 功能设置

模式更改/写保护 功能设置

USB重新连接与安全退出/虚拟磁盘装载与卸载

S.M.A.R.T信息与IODD信息

其它环境设置与语言设置

      液晶屏设置/语言设置/即时保存设置

在特定端口上无法识别时解决方法

4 

5 / 6

7

8  / 10

12 / 13

14 / 15

16 / 17

18

19

44

46

48

52

52

53

54

54

55

22 

24 / 25

26

27 / 28 / 29

30

32

34 / 35

36 / 37

39

40

41

http://en.iodd.kr


IODD 使用手册 3

第一章。使用前准备

  注意事项

首先，感谢用户对本产品的购买及使用。

本产品拥有 虚拟ODD(CD/DCD/Blu-ray)以及 虚拟HDD(VHD/RMD)功能的2.5英寸移动硬盘盒。

基本功能以外，附加多种功能的移动硬盘盒。

IODD2531/2541是 IODD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品，在正常范围内的使用可享受保修服务。

详情请确认下面的注意事项。

请务必遵守下面的操作环境。

■ 本公司所出售的产品，并不包含硬盘(HDD)，

所以在硬盘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请向购买处或是硬盘维修中心进行咨询

■ 规定用途以外使用所产生的故障问题，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外置硬盘所储存的个人信息资料进行复原，

   也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 本公司无法对因个人密码遗失而造成的资料损失进行复原，

   也不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 本产品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中非常脆弱/容易出现故障，请注意保管。

   在上述情况下出现的故障时，跟保质期限无关将无法进行保修或将进行收费维修。

■ 当产品靠近高强磁性物体时，可能导致数据错误或异常动作。

■ 若产品上所贴有的标签损坏时，无论保质期限内外，将无法进行免费保修。

■ 使用电源不稳定的计算机正面USB端口、USB延长线、

   无电源USB集线器是引发运行不稳定以及资料损坏的常见原因。

■ 特别注意！！绝对不要擅自拆卸产品，将无法进行保修。

第一章。使用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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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是IODD2541与2531的使用手册。

■ 对2541/2531的共同内容，没有设定特定标记。

■ 针对2541的使用内容，将在章节名称中以[2541]字样或以图标的样式标记。 

]

■ 针对2531的使用内容，将在章节名称中以[2531]字样或以图标的样式标记。

■ 对于重要的内容由下列彩色文字框标记，章节内若标有此标记，使用此功能时务必参考说明书。

■ 使用“提示”由下列彩色文字框标记，记载其它功能或与程序相关的内容

■ 超链接由  图标显示，可进入说明书内相关页面或是相关网站

■ 此说明书由最新固件(254:69X_B05 & 79X_B05版本/2531:1558版本)标准制定。

   根据日后固件版本升级 或 功能增加/更改，说明书内的内容可能随时会改变。

   最新说明书与固件可进入IODD官网进行下载。

    IODD 官方网站 -  http://www.iodd.kr

第一章。使用手册介绍

使用手册介绍

部分标题

部分标题

注意事项

2541

2531

 警告标题

 
 TIP

http://iodd.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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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产品组件与配置 - 2541

  产品组件与配置 - 2541

组件介绍

产品 配置

保修卡用途：此卡由销售日与产品一起出库，由销售者在卡背面填写“销售日期”

           “序列号”以及“销售处人员的签名”来确认以后相关维修内容。

IODD 硬盘盒

产品皮包(红色)

螺丝刀与螺丝

保护膜

USB3.0数据线

保修卡

1个

1个

螺丝刀X1，螺丝X4

1张

1个

1张

加密方式 AES256BIT-XTS 硬件基础，最多16位(数字)加密

显示屏 128 x 32 像素

操作界面 电容式触摸

尺寸 146 mm X 80.8 mm X 14 mm (LxWxH)

重量 91g (硬盘除外)

材质 铝，丙烯，聚碳酸酯(PC)

外部接口 USB 3.0 / USB 2.0 / USB 1.1

内部接口 SATA I/II/III(兼容)

工作电压 DC +5V USB 电源

支持的媒体 2.5英寸 HDD/SSD (最大厚度9.5mm)

支持的文件扩展名 ISO/VHD/VMDK/DSK/RMD/IMA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以上/MAC OSX以上/Linux

颜色 黑色

制造商/制造国 IODD 股本有限公司/韩国

※ 若上述组件、配置与制造国，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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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产品组件与配置-2531

   产品组件与配置-2531

组件介绍

产品 配置

IODD 硬盘盒

产品皮包(红色)

螺丝刀与螺丝

USB3.0数据线

保修卡

1个

1个

螺丝刀X1，螺丝X4

1个

1张

保修卡用途：此卡由销售日与产品一起出库，由销售者在卡背面填写“销售日期”

           “序列号”以及“销售处人员的签名”来确认以后相关维修内容。

显示屏 128 x 32 像素

操作界面 JOG 键

尺寸 135 mm X 78.6 mm X 13.1 mm (LxWXH)

重量
96g(硬盘除外)

材质 铝，丙烯，聚碳酸酯(PC)

外部接口 USB 3.0 / USB 2.0 / USB 1.1

内部接口 SATA I/II/III(兼容)

工作电压 DC +5V USB 电源

支持的媒体 2.5英寸 HDD/SSD (最大厚度9.5mm)

支持的文件扩展名 ISO/VHD/VMDK/DSK/RMD/IMA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以上/MAC OSX以上/Linux

颜色 黑色/银色

制造商/制造国 IODD 股本有限公司/韩国

※ 若上述组件、配置与制造国，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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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系统/启动要求

  系统/启动要求

系统使用要求

启动要求

■ 支持 USB1.1/USB2.x/USB3.x接口的主机系统

  （USB1.1在多个设备不支持连接）

■ 可以启动 USB-CDROM/USB-HDD的 BIOS系统(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IODD是虚拟USB-CDROM及HDD的仿真器，

   在实际的USB-CDROM/HDD不可启动的系统，IODD也不可启动。

■ USB端口瞬间最大电流达到900mA时，可以维持4.75v以上电压的系统。

■ 厚度9.5mm以下SATA接口的2.5英寸HDD/SSD驱动器。

■ 根据电脑的不同，有不支持USB启动系统的，这种情况下向电脑有关公司咨询来解决问题。

   必须要确认是否支持“USB启动”功能。

■ 最新英特尔Skylake主板与部分主板有不支持外置USB-CDROM启动情况。

   请参考以下页面安装虚拟USB驱动器

   [  利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 ]

■ USB-CDROM启动时，必须要使用可启动(bootable)的ISO文件。

■ USB-CDROM启动时，要安装的OS中的ISO文件，必须要包含该电脑主机的驱动程序。

    ※ 因windows7系统中不包含最新的英特尔skylake驱动程序，所以无法利用ISO文件进行安装。

       请参考以下页面安装虚拟USB驱动器

      [  利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 ]

■ 利用USB-HDD或是虚拟USB启动时，必须要使用可启动的VHD/RMD文件。

■ 电脑的BIOS需要有多重USB识别功能，以及必须支持USB3.0/USB2.0/USB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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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各部分名称-2541

  各部分名称-2541

USB3.0端口
 
USB3.0是 micro-B类型的端口。

操作指示灯
 
提示连接与传输状态
连接USB3.0时 - 蓝色灯
连接USB2.0时 - 白色
提示 当前状态。

12键 触摸板

操作IODD与输入密码。

LCD 液晶显示屏
 
显示 IODD状态信息。

在下一章详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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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各部分名称-2541

外壳固定洞
 
使用螺丝固定主机与后盖。

2.5英寸 HDD与SSD(另购)
 
IODD是 不销售/不生产 HDD与SSD。

所以在硬盘出现问题时，

倾向购买处或硬盘维修中心进行咨询。

强制复位按钮
 
与电脑连接时 长按5秒以上，

固件会进行初始化。

详情请参考相应项目。[  ] 

保修标签
 
记录了该产品的保修信息，

通过保修标签确认保修日期。

在标签损坏时，将无法得到保修

SATA连接器
 
可连接2.5英寸的 HDD及SSD。

请确认好 SATA连接器方向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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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各部分名称-2531

  各部分名称-2531

USB3.0端口

USB3.0是 micro-B类型的端口。

Back/up 按钮(功能按钮)
卸载VHD文件，

浏览文件时可上移，

浏览菜单时可退回前一菜单。

JOG 按钮
 

选择/解除 ISO文件

进入菜单与文件导航时使用。

操作指示灯
 
提示连接与传输状态
连接USB3.0时 - 蓝色灯
连接USB2.0时 - 白
提示 当前状态。

侧条(橡胶)

固定主机与铝壳时 请把侧条抬起，拧紧或宁松螺丝。

LCD 液晶显示屏
 
显示 IODD状态信息。

在下一章详述。[  ]

外壳固定洞
 
使用螺丝固定主机与下部铝壳。

保修标签
 
记录了该产品的保修信息，

通过保修标签确认保修日期。

在损坏的情况下将无法得到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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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各部分名称-2531

2.5英寸 HDD与SSD(另购)

IODD是 不销售/不生产 HDD与SSD。

所以在硬盘出现问题时，

倾向购买处或硬盘维修中心进行咨询。

强制复位按钮
 
与电脑连接时 长按5秒以上，

固件会进行初始化。

详情请参考相应项目。  

SATA连接器
 
可连接2.5英寸的 HDD及SSD。

请确认好 SATA连接器方向在连接。

外壳固定洞
 
使用螺丝固定主机与下部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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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产品结合-2541

  产品结合-2541

  ■ IODD2541的主机与HDD(SSD)结合方法。

1  取下后盖。

与HDD(SSD)结合。 把后盖从上往下盖住后，

利用螺丝刀与螺丝固定。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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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产品结合-2531

  产品结合-2531

   ■ IODD2531的主机与HDD(SSD)结合方法。

1 主机与下部铝壳分离。

与下部铝壳结合后，

利用螺丝刀与螺丝固定。2 3与HDD(SSD)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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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间 显示 状态 说明

写控制 1
写保护 只能读取，写保护状态显示(不包括虚拟HDD)

可写入 可以 读取/写入状态显示

虚拟ODD 2
导入ISO ISO文件已导入IODD设备的状态显示

未导入ISO ISO 文件未导入IODD设备的状态显示

连接模式 3

双重模式 USB-CDROM和USB-HDD都可识别的状态显示

ODD 模式 只识别 USB-CDROM的状态显示

ODD 模式 只识别 USB-HDD的状态显示

节电功能 4
待机状态 当前是待机状态显示(可安全退出)

自身待机 为进入待机状态 已设置时间的状态显示

虚拟HDD 6 / 虚拟HDD挂载 VHD/RMD 文件 已挂载状态显示(最多4个)

加密设置 7 激活保安 HDD已激活AES256加密安全功能状态显示

连接状态 8

USB 1.1 连接USB 1.1 的状态

USB 2.0 连接USB 2.0 的状态

USB 3.0 连接USB 3.0 的状态

 第一章。LCD状态窗说明-2541

  LCD状态窗说明-2541

■ 以上讲述的功能是以固件 69X_B05/79X_B05 为标准设置，根据日后固件升级，将会与上述内容有所不同。

   ■ IODD2541的状态窗指南。

▶ windows10_64bit.iso

1  2  3 4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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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LCD状态窗说明-2531

  LCD状态窗说明-2531

   ■ IODD2531的状态窗指南。

■ 以上讲述的功能是以固件 1558 为标准设置，根据日后固件升级，将会与上述内容有所不同。

▶ windows10_64bit.iso

功能 间 显示 状态 说明

写控制 1
写保护 只能读取，写保护状态显示(不包括虚拟HDD)

可写入 可以 读取/写入状态显示

虚拟ODD 2
导入ISO ISO文件已导入IODD设备的状态显示

未导入ISO ISO 文件未导入IODD设备的状态显示

连接模式 3

双重模式 USB-CDROM和USB-HDD都可识别的状态显示

ODD Mode 只识别 USB-CDROM的状态显示

HDD Mode 只识别 USB-HDD的状态显示

节电功能 4 待机状态 当前是待机状态显示(可安全退出)

虚拟HDD 5 虚拟HDD挂载 VHD/RMD 文件 已挂载状态显示(最多4个)

连接状态 7

USB 1.1 连接USB 1.1 的状态

USB 2.0 连接USB 2.0 的状态

USB 3.0 连接USB 3.0 的状态

1  2   3  4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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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第一章。操作键介绍-2541

  操作键介绍-2541

■ 关于IODD2541触摸板操作介绍。

        2541的按键输入方法有两种。按一次，长按3秒以上，在说明书中由以下方式显示。

基本的导航

ISO/VHD/RMD

挂载或是卸载

 移到根文件夹

保存当前状态

安全退出 
重新连接USB

所有VHD/RMD

卸载

进入菜单

或是退出菜单

输入密码时          清楚最后一位数字(Backspace键)

基本-- 浏览
在ISO挂载状态下-ISO卸载

*.ISO 文件 

  挂载或卸载的同时保存当前状态

*.VHD(RMD) 文件

  立即挂载选中文件

按一次 长按(3秒以上)

2 4

6 8

5 Menu

Menu

4 7

enter

6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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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第一章。操作键介绍-2531

■ 关于IODD2531JOG,Back/up键操作介绍。

         2531 的操作方式划分为三种，按一次，长按3秒以上，在按住特定按钮状态下链接电脑。

            按一次与长按由以下方式标记。

            按一次   长按(3秒以上)

基本状态下

JOG键 上/下

ISO文件（VHD.RMD) 文件浏览

ISO文件挂载时-ISO卸载

向下按住JOG键

安全退出

向上按住JOG键

移到根文件夹

功能键按一次

退到前一目录

功能键长按

所有VHD(RMD)卸载

JOG键按一次

挂载选中的文件
(瞬间保存状态ON时，可立即保存当前状态)

JOG键长按

进入菜单(保存最后状态)

  操作键介绍-2531

Back/up键(功能键)

JOG键

进入菜单状态下

按住的状态下链接电脑

■ 按住JOG键的状态下链接电脑。

JOG键 上/下 

菜单浏览

JOG键按一次

选择目录

JOG 长按

退出菜单

功能键按一次

提到前一目录

按住JOG链接

保存状态初始化，

连接到双重模式。

按住功能键链接

写保护模式链接

(HDD写保护)

按住JOG 键 向上/下链接

上 - ODD 模式链接

下 - HDD 模式链接



IODD 使用手册 18

与电脑连接时注意事项

移动硬盘对静电及短路非常敏感。与电脑连接时先将数据线与电脑连接后 再与IODD连接。
当连接解除时也要等电脑电源完全关掉，或是在操作系统中安全退出后再移除IODD。

1
首先，请把提供的数据线与电脑连接。

I电脑正面提供的端口最好不要使用。

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或因电力不足导致

分区损坏的大问题。请连接后面的端口。

再请连接IODD。

IODD的LED与LCD进入电源的话，可在电脑上识别到IODD。
根据连接的速度LED与LCD显示会不同。

确认IODD显示屏。

连接后 屏内显示几秒 IODD2541/IODD2531后
跟左侧图一样显示，那就是正常连接。.

 即使连接的是USB3.0端口，但在启动程序时

 电脑仍可能自动连接到低速的USB1.1或是USB2.0。

 (请向电脑制造商咨询，如何在BIOS状态下进行高速连接)

 当前连接状态在LCD的右侧上单显示。

2

3

 第一章。与电脑连接方法

  与电脑连接方法

▶ windows10_64bit.iso

 
 TIP @ 连接速度显示

USB 1.1 USB 2.0 USB 3.0

2541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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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基本操作确认

    2531基本操作确认

 第一章。 基本操作确认

■ 检查触摸是否良好。

   如果触摸感不是很好时，

   根据USB电源质量或是用户的电特性，触摸感可能下降。

   在主机与硬盘之间加一层薄的EVA，可提高触摸感。

■  请检查JOG键与back/up键

    上/下/按一下/长按状态下导出菜单，

    在导出状态下使用back/up键移到前一目录。

    在操作时有延迟现象，可能是IODD的硬盘读取出现错误

    导致的延迟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情况下请检测磁盘或

    像硬盘制造商进行维修服务。

■ 请检查数据线是否良好。

   确认USB3.0/2.0以及电源是否正常连接并识别。

   在轻轻移动时是否有断电现象，在数据线不良时，

   可使用其它数据线(智能手机USB 5-Pin数据线)

   来检测连接状态，如果正常连接，那就是数据线的不良。

   IODD所提供的数据线是USB3.0 Micro-B Type线。

■ 请检查数据线是否良好. 

   确认USB3.0/2.0以及电源是否正常连接并识别。

   在轻轻移动时是否有断电现象，在数据线不良时，

   可使用其它数据线(智能手机USB 5-Pin数据线)

   来检测连接状态，如果正常连接，那就是数据线的不良。

   IODD所提供的数据线是USB3.0 Micro-B Type线。

■ 检查LED与LCD。

   请检查光线进来与是否正常工作。

   IODD2541在每次按键时LCD将会闪烁，才是正常的。

■ 检查LED与LCD

   请确保光线进来与正常工作。

■ 长按3键 确认是否重新连接。

   长按1键 确认是否安全退出。

   在IODD的硬盘正在被使用时，可能无法安全退出。

     基本操作确认

■ 使用前基本操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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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结束

第一章。结束

■ 最后，请再确认一次。

是否所有组件都有包含在内吗？

保修标签是否贴好吗？

与HDD组装结合后，铝盖是否有正常？

USB 数据线与产品链接后是否没有松动？

USB 链接后显示屏是否正常无误？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site and IODD wki

      Official website - http://www.iodd.kr

      IODD Wiki - http://en.iodd.kr

http://www.iodd.kr
http://www.iodd.kr
http://en.iodd.kr
http://en.iodd.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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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使用IODD

第二章。使用IODD

■  在本章中介绍IODD的基本功能以及一部分高级功能。

    参考完第一章中的操作方式并熟知后在阅读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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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加密法功能介绍

第二章。2541加密法功能介绍

Rgi1390d9vkjvjvdodos
msmqisiofhsufhuqmsu
sd4412dhshqisnxchchi
xjshjddhdu1u2i3ifuuvui
sjhshvhvususjhzuzu12j
h4949rfuQwidi#$fiifiw

AES256BIT-XTS 加密法

快捷方便

最安全的钥匙，就是您的记忆

高枕无忧的送往保修中心

卓越的兼容性

AES256bit-XTS不仅在美国国防部使用，乃至全球各大著名企业也都在采用的 

现存最强的加密算法。若不使用密码 将无法读取内部信息。

从根本上 完全加密的HDD，除了知道

密码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访问磁盘的

内容，甚至都无法知道磁盘内是否有

数据。

使用加密硬盘不需安装任何应用程序与工具。

只要在连接连接时，在产品主机上输入设置的密码即可，

与普通硬盘一样方便使用，当然也不会有速度下降的问题。

钥匙的一半保存在硬盘中，另一半则是用户的记忆。

IODD不会将密码记录在产品主机上，

即使主机被黑客破解了，也无法知道密码。

如上所述，钥匙的半边是硬盘，更换产品时也不会发生资料丢失。

而它商所制作的产品， 钥匙的另一半则使用了电路线内存保管，

甚至进行维修时，需要本人亲自访问维修中心，进行本人认证这一项繁琐的程序。

加密的硬盘不仅可以在其它的2541上使用，

并在SECURE DOCK(3544)保安系统上，

也可使用相同密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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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相关FAQ

第二章。加密相关FAQ

 Q. 之前使用过并带有数据的硬盘，可以直接加密使用吗？

 Q. 拥有2541并在使用，但是不想使用加密功能，可以吗？

 Q. 拥有几个硬盘，可以分别设置密码吗？

 Q.  保留数据，只想更改密码，可以吗？

 Q. 在其它加密品牌使用过的加密硬盘，也可以在IODD上使用吗？

 Q. 遗失密码了。想把密码删掉不使用密码了，要怎么办呢？

A. 不可以使用，硬盘设置加密时，将会把硬盘内所有数据初始化。

A.  加密法是2541的几个功能之一，可以不使用。

A.  无限制数量的硬盘，可以设置不同的密码。

A.   不可以使用。 IODD 2541 与 SECURE DOCK(3544) 是可以兼容使用的。

A. . 只更改密码是不可能的。要按 “数据备份->删除密码->设置密码->复制数据”方式进行。 

A. 硬盘内所有数据将会被删掉。

   请按以下内容进行。
 
   1) 请把IODD与硬盘分离后，将硬盘与电脑的SATA直接连接。
      硬盘在电脑上识别后将会提示【未初始化磁盘】。请打开【磁盘管理】。
      
      磁盘管理运行方法 - 
       Windows XP/7 开始->运行( +R ) -> ->输入‘Diskmgmt.msc'->点击确认                                                   
       Windows 8以上 在开始上单击右键(  ) -> ->在菜单中选择 磁盘管理K(  + K )

   2) 找到加密硬盘的分区区域，单击右键（  ）请删除所有分区。     

    
   3) 在左侧面板上单击右键 (  )，[转换成GPT磁盘]。

   4) 再一次在错侧面板上单击右键（  ），[转换成MBR磁盘]。

          
   5) 磁盘初始化后，重新连接IODD后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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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设置之前。。。

IODD2541拥有将所有记录数据进行加密的基础硬件AES256BIT-XTS加密功能。最多支持16位数加密，

现存的任何设备都无法分析及破解磁盘内容。如果设置了加密功能，在每次连接IODD时都需要输入密码。

要使用加密功能时，在设置IODD初始设置之前，请先设置加密。

1 为了使用AES256bit-XTS加密功能，进入菜单[MENU]选择AES256加密法目录。

选择目录可以用[Enter]键 或是[6]键。

在加密目录中选择[设置加密]。会提示所有数据将“全部删除”的信息，根据提示选择[1.是]。

将会出现输入密码的提示。(输入两次最少4位，最多16位的数字)

提示[请稍等。。。]信息后，LCD屏内出现[未分配第一分区]。

请确认IODD LCD屏有上端第二个钥匙图标 [  ]，若该图标显示出来，则为加密成功状态

2

3

第二章。AES256 加密设置

  AES256 加密设置

  环境设置                >

▶AES256加密法            >

全部 删除

1.是   2.否               >

未分配第一分区

输入 密码 

********4_

▶设置 加密                 >

▶删除 加密                 >

请稍等。。。

 密码设置/删除时，硬盘内所有数据将会被初始化!!!!!!!!!!!

  TIP #  [未分配第一分区]?
     加密后提示[未分配第一分区]这是正常的。因为整个硬盘都已经被初始化，

     请确认下一页[  新硬盘初始化与设置]目录 ，参考并进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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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AES256 解除加密

1 为了解除AES256bit-XTS加密功能，进入菜单[MENU]选择AES256加密法目录。

选择目录可以用[Enter]键 或是[6]键。

在加密目录中选择[删除加密]。会提示数据将“全部删除”的信息，根据提示选择[1.是]。

将会出现输入密码的提示。(输入之前所设置的两次密码)2

  AES256 解除加密

   环境设置               >

▶ AES256加密法           >

全部 删除

1.是   2.否                >

输入密码 

********4_

   设置 加密                 >

▶删除 加密                 >

 密码设置/删除时，硬盘内所有数据将会被初始化!!!!!!!!!!!

 加密相关注意事项
■ 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帮助客户找到丢失的密码。因为钥匙的一半是在客户的记忆中，

   之所以客户丢失的密码将无法找到。

■ 若错将存有资料的硬盘进行了加密操作，但未在磁盘管理中进行过磁盘初始化，是有恢复为回原来状态的

   可能性的。立即删除密码后，再重新连接，即可以复原到加密前的状态。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原来状态。(把已加密后的硬盘，删除密码时，将无法复原）

    

■ 在保持数据不损失的状态下，是无法改变密码的。

   需要先把数据备份后再删除密码->设置加密后再把备份的数据复制的顺序进行

W提示[请稍等。。。]信息后，LCD屏内出现[未分配第一分区]。

请确认IODD LCD屏有上端第二个钥匙图标是否还存在，如果图标消失了，则为成功解除密码状态3

未分配第一分区
请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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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给磁盘初始化请打开[磁盘管理]。
Windows XP/7  开始 -> 运行（ +R )-> 输入‘Diskmgmt.msc'-> 点击确认

Windows 8 以上 在开始上单击右键(  ) -> 在菜单中选择 磁盘管理K (  + K )

在磁盘管理窗口请确认与IODD连接的硬盘。 

在左侧面板中没有初始化区域单击右键（  )选择[初始化磁盘]。

在初始化磁盘点击窗内选择[MBR(主启动记录)]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成功时，显示从[没有初始化]会改变为[联机]。

为了分区请在[未分配]区域单击右键（  ）选择[新建简单卷]。

分区区域根据用户所需设定。
但是，第一分区要存储ISO文件，所以设置足够的容量来创建。
最后，[文件系统]设置参考下面内容进行格式化。

◀ Windows XP/7

 Windows 8 or later ▶

2

第二章。新硬盘初始化与设置

  新硬盘初始化与设置

 如果磁盘初始化，该磁盘内所有内容将被删掉。

 在无法为磁盘初始化情况下，首先请确认LCD屏内第一个图标和模式状态。
第一，锁的图标如果是锁定(写保护)的，那么将无法进行格式化。请解除写保护状态后在进行格式化。

第二，如果图标是  模式那么只能识别虚拟光驱，将无法进行格式化。请将模式改为  模式 或  模式后在进行格式化。

按以上方法确认也无法磁盘格式化的话，估计是硬盘出现问题的可能是比较大。

请将硬盘与IODD分离后直接与电脑的SATA连接并重试。如果出现相同的症状，请咨询硬盘制造商

3

4
 
 TIP # 文件系统

IODD支持的文件系统是NTFS和FAT32(exFAT)，产品出厂默认固件版本为NTFS版本。

根据第一分区格式化方式，选择相应的固件版本来安装。

 

固件版本 N ▶ 如果安装的硬盘第一分区文件系统为NTFS时使用

固件版本 F ▶ 如果安装的硬盘第一分区文件系统为FAT32或exFAT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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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下载最新固件

      下载最新固件

1 登入IODD官方网页，进入下载中心。
下载中心地址：  http://iodd.kr/wordpress/download/

 安装固件时，请务必确认[第一分区]格式化方式进行。

点击相应的产品标签，将会显示NTFS和FAT文件夹。
根据使用的硬盘格式化方式选择文件夹进入, 将会出现文件目录。2

确认更新日期后，点击最新固件解压文件进行下载。
设置文件保存位置， 请在文件名上点击右键 ( ) 选择 [目标另存为]。3

 固件文件名介绍

IODD 2541_User_Fw_Writer_04(R069N_B05)_X86 (633.7 KiB)

  文件名         应用程序名称       固件版本           文件大小
                                       与
                                   支持格式化

http://iodd.kr/wordpress/download
http://iodd.kr/wordpress/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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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安装固件

      安装固件

■ IODD 正常识别后

   跟左侧图一样提示[Devie is Detected.]

 ■ 点击下面  按钮，将会进行固件升级。

如果提示的跟左侧图不一样，

或是提示[Device is not matched/Detected],

请将IODD以外的USB设备与电脑分离并重新启动系统后，

再重新运行一下更新程序。

▶            ▶

1 首先，请确认固件版本。根据产品型号确认固件菜单是不同的。

请参考下图。

▶信息                     >

▶环境设置                 >

固件 版本

2541_01_069_B05N

Setting                      >
▶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
▶ Firmware Ver          >  

▶S.M.A.R.T. 信息          >

▶IODD 信息                >

Firmware
2531_011_1558N

下载的最新固件基本是ZIP解压文件。解压后

在运行文件(*.exe)单击右键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如下运行更新程序，参考下图进行固件升级。

IODD要正常连接电脑状态下才可以。(硬盘内的数据不会受到影响)。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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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应急修复模式安装固件

      应急修复模式安装固件

固件更新后，请安全退出后并重新连接电脑。

2541在重新连接时，根据固件更新内容将提示[升级中...(Updating...)]。
保持电源请稍后。液晶屏将会闪烁几次后将自动重新连接并完成更新。 安全退出快捷键

更新正常进行后，提示信息将从 [Device is Detected] 变为 [Update Start.].
根据IODD及硬盘状态，固件更新所需时间将会在几分钟以上。
更新成功后将会提示 [Update is succeeded. After exit, replug the device].

4

  TIP # 固件更新后,提示：[未分配分区(1st partiotion:XX)]？
         
 
   固件更新后，提示该信息是因为。 1.使用硬盘的分区形式不是MBR，
   而是设置的是GPT形式。 2. 更新的固件版本与文件系统不合。

   问题一的情况下，要把磁盘完全初始化后把GPT转换成MBR即可。
   问题二的情况下，请确认磁盘分区格式化方式安装相应的固件版本后，重新连接后即可。

1

■ 如果固件更新仍然失败，请将IODD以外的所有USB设备与电脑分离后根据下面介绍方式，

   按住应急修复按钮状态下链接电脑后，进行更新固件。

利用应急修复模式也无法安装固件的话，请联系客服。

[   http://zh.iodd.kr/wiki/index.php/IODD-2541#How_to_update ]

按住应急按钮状态下连接电脑，维持按住应急按钮（大概1秒左右）后，确认电脑识别USB设备状态下，请尝试固件升级。（取下iODD后盖

按住应急按钮（5秒以上）后,确认电脑识别USB设备时， 请尝试固件升级。（将上端的电路板与铝壳分离后，可在上端PCB板子上可看到应急按钮）

http://en.iodd.kr/wiki/index.php/IODD-2541%23How_to_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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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虚拟CD-ROM(ODD)功能介绍

  虚拟CD-ROM(ODD)功能介绍 

IODD 将完美变身为CD-ROM,DVD-ROM,Blu-ray驱动器。

请将安装Windows与软件程序的CD转换成镜像(ISO)文件，保存在IODD后根据所需选择使用。

电脑将IODD识别为每个原文件相同的镜像媒体。

不在需要携带与刻录安装系统用USB与CD了。

不仅如此，使用USB3.0超高速访问读取文件，比标准CD-ROM高达717X倍速，

为用户提高了几倍的工作速度速度。

用IODD抓住便利，节省时间吧！

IODD特有的虚拟ODD功能

_ISO

windows 8

Adobe

EXCEL

把拥有的操作系统程序转换为ISO文件，

或是在网上下载ISO文件。

请把ISO文件放入

_ISO文件夹内。

(详情参考下一页)

无限制文件保存

MAC / Linux 也可以

USB 3.0 超高速

瞬间保存

无限制的选择ISO文件挂载，

请把拥有的所有媒体程序转换为ISO文件。

不光Windows，也支持MAC OSX和Linux。

广泛的兼容性，无压力。

不是传统慢速的ODD，请用超高速的USB3.0安

装，启动并恢复系统。

保存最后挂载过得ISO文件，

即使重新连接也能维持挂载状态。

甚至不用担心安装系统时几次的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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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IODD虚拟CD-ROM(ODD) 相关FAQ

  IODD虚拟CD-ROM(ODD) 相关FAQ

 Q. 在IODD上挂载WindowsISO文件，但是无法启动。

 Q. 可以在只支持UEFI的主板上启动使用吗？

 Q.  都已设置完，但是屏幕上提示[No_ISO folder(无_ISO文件)]。

 Q.  要使用虚拟CD-ROM功能的话，会提示[Defrag]的信息。

 Q.  ISO文件使用U盘启动时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在IODD上挂载CD后要启动的话就不可以。

 Q. 电脑主板不支持外置移动CD-ROM，有什么办法可以启动吗？

 Q. 如何获取ISO文件？

 Q.  在启动IODD时，有发出“吱吱”的声音，还有就是启动系统(或安装)时非常慢。

A.必须要使用可以启动的ISO文件，再有就是在电脑的BIOS中设置启动顺序。

A.请参考第三章的‘利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目录。。

A.请确认是否有下划线[_]的“_ISO”，如果是正确的，请从新创建文件夹.

A.存储ISO文件位置内的磁盘碎片化严重时会提示此信息，请把该磁盘或该文件夹进行磁盘整理。

A.盘与USB-CDROM启动方式是不同的。尝试刻录ISO文件直接在CD-ROM启动一下。
  根据文件可能有相反的症状。(可在CD-ROM正常启动的，但在U盘可能会不能正常启动)
  虚拟CD-ROM模式下，只有“ISO镜像在实际移动CD-ROM可以启动的文件”才可启动使用。

A.请参考第三章的 [利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 目录。。

A.把拥有的CD/DVD/Bluray转换成ISO镜像文件。或是在网络下载所需要的文件。

  IODD是不提供ISO文件的。

A.硬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请将硬盘与IODD分离后直接连接电脑后，

  出现同样杂音时，请向硬盘制造商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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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用虚拟CD-ROM功能，首先请打开Windows的[磁盘管理]后，确认连接在IODD的硬盘状态。

 
 ■ 磁盘分区的形式是MBR(主启动记录)吗？                           □ 是      □ 否
 ■ 第一分区(左侧第一个)是状态良好(主分区)吗？                    □ 是      □ 否
 ■ IODD固件版本(N版本-NTFS/F版本-FAT32或exFAT)与
    第一分区文件系统形式是统一的吗？                              □ 是      □ 否

上述项目中即使有一个[否]的话，在IODD屏内提示[未分配第一分区(1st partion:xx)]的信息。
这种情况下请参考  [磁盘初始化与设置]页面或  [最新固件安装]页面后，再重试一次。

2

第二章。虚拟CD-ROM(ODD)功能介绍 1

  虚拟CD-ROM(ODD)功能介绍

1 安装在IODD的硬盘是正确的设置的话，

IODD显示屏内会提示[无_ISO文件(或No_ISO folder)] 的信息。

打开安装在IODD中硬盘的第一分区后，在根目录单击右键( ))创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并改变新建文件夹名称为 [_ISO].

无_ISO文件

no _ISO folder

  TIP # _ISO文件

    为正常使用IODD的虚拟ODD与HDD功能，不可随意设置挂载文件保存的位置。

    "_ISO" 文件夹务必要在第一分区内使用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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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ODD 相关注意事项 
■  IODD的第一分区的根目录内与_ISO文件内最多同时可识别30个文件与文件夹。

    如果多于那以上文件与文件夹，IODD画面将提示[too many files]的信息。

    解决方式跟下图一样，请在根目录与_ISO文件内，创建子文件夹将ISO文件分别保管。

    请注意，每个文件夹里的文件及文件夹数不要超过30个。

    (根目录与_ISO文件夹以外的文件夹不限数量)

■ ISO文件在损坏或有问题时，将无法正常挂载。

    检查ISO文件的完整性最佳方法是，请将ISO文件刻录到实际的CD(DVD/Blu-ray)，

    确认是否在实际的USB-CDROM正常运行。

第二章。虚拟CD-ROM(ODD)功能介绍 2

把IODD支持的镜像文件放入创建的_ISO文件夹内，安全退出后并重新连接。 

支持的文件格式如下:3

 
 TIP # iso文件卸载方法

    卸载ISO文件方法很简单。       

    像2541，使用方向键(2，4，6，8)中任何一键，按下即可卸载ISO文件。

    像2531，使用JOG键 上或是下移动的话，即可卸载ISO文件。

 
 IODD支持的文件格式

         
         CD/DVD/Blu-ray 镜像文件

         虚拟硬盘文件

         虚拟USB驱动器文件 

         虚拟软盘文件

 *.ISO

*.VHD

*.RMD

*.IMA

如果设置正常，IODD会按如下显示文件名。
使用上/下/挂载键可选择文件或文件夹，并进行挂载。文件正常挂载后，

IODD画面的  图标将会变成  图标。在电脑中被识别为CD-ROM(DVD/Blu-ray).

操作详情请参考第一章的  [操作键介绍]。

4

▶windows_8.1_KOR.iso ▶windows_8.1_KOR.iso

5挂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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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DD有三种模式。根据各模式的用途可以随时更改使用。

图标 模式名称 说明

双重模式 同时识别虚拟CD-ROM与实际HDD。

CD模式 只识别虚拟CD-ROM，在启动时是最好的兼容性。

HDD模式 只识别实际HDD。

2

第二章。更改模式

  更改模式

1 进入IODD菜单后的第一个目录就是模式选择。

进入菜单 2541-[Menu]键/2531-按住[JOG]键

模式选择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目录，选择键(2541[Enter]/2531[按一下JOG键])，将会重新连接USB后
更改为所需的模式。更改的模式可在显示屏上端确认。

 
 TIP # 更改模式快捷键

     IODD2531在与电脑连接时，即可利用快捷键更改模式连接。

     在重新连接时将恢复到原设置模式。

▶模式 选择            >
▶USB控制面板          >

▶ Mode select            >
▶ Setting                      >

◎ 双重模式
○ HDD模式                                    ◎ Dual Mode                                

○ HDD Mode                                                     
▶windows_8.1_KOR.iso

向上或向下按住JOG键连接

上 - ODD 模式连接

下 - HDD 模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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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设置写保护功能

■ IODD拥有 Forensic写保护锁。

   为了保护在IODD使用的硬盘数据安全，可以使用写保护功能锁定硬盘，并随时解开锁。

   锁定硬盘，从根本上预防各种病毒软件保护用户的硬盘。

      设置写保护功能

▶模式选择             >
▶USB 控制面板         >

▶□ 写保护           
  重新连接USB         

□ Write Protect          
□ Instant Save            

▶ Advanced                >
▶ Exit                             >

▶windows_8.1_KOR.iso

▶windows_8.1_KOR.iso

1 写保护功能可以在菜单内设置。

2541在[USB控制面板(USB Control)] / 2531在[advanced]菜单的子目录内确认.

在菜单内选择写保护功能后，将会重新连接USB即可激活写保护功能。
可在显示屏上端确认  锁定图标。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解除写保护。

写保护解除后锁的图标将改变为 形式。

2

3

写保护模式 注意事项

■  在写保护模式下，将无法给硬盘进行初始化/格式化，以及硬盘内文件移动(复制可以)。

■  若磁盘在没有设置写保护的情况下，显示的是锁定状态，则是硬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请将硬盘直接与电脑连接后进行测试，如果出现同样问题，请向硬盘制造商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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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 USB重新连接/安全退出快捷键

第二章。USB重新连接/安全退出

  USB重新连接/安全退出

■ 虽然可以以物理方式重新连接USB，但是利用IODD功能重新连接，可以延长数据线与连接器的寿命

▶模式选择             >
▶USB控制面板          >

▶重新连接USB        
▶安全退出USB                   

▶Refresh                     
▶Safe Removal          

▶ USB Connect          >
▶ Advanced                >

■ 2541在[USB控制面板(USB control)]2531在[USB Connect]菜单内的子目录里

■ 提示下图信息可以分离电缆。

保存当前状态并

安全退出
重新连接USB1 3 向下按住JOG键

安全退出(保存最后状态)

 
  文件系统为NTFS的硬盘未经过安全退出与电脑分离时，可能导致资料损失或分区损坏。

菜单内运行

■ 可在Windows任务栏上，单击USB设备图标，可以看到IODD2541/2531设备，点击[弹出]完成逻辑性的移除。
   请不要立即拔出电缆，等硬盘电机完全停止后，屏幕切换到待机模式后在进行分离。

电脑上安全退出

数据保存中... Data Saving... plug out...请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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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虚拟磁盘装载/卸载

 2541在[USB控制面板(USB control)]2531在[USB Connect]菜单内的子目录里。

  挂载VHD时模式将自动转换为CD模式。挂载后可以在菜单里更改模式。

     没有装载的VHD时将会重新连接后自动转换成双中模式。
     VHD挂载状态下使用双重模式请参考下一页。

      虚拟磁盘装载/卸载

 使用虚拟磁盘功能时，为了安全，请务必将实际硬盘调整为写保护模式。

虚拟磁盘卸载

虚拟磁盘装载与ISO文件挂载是一样的，选择所需的文件按下挂载键即可进行装载。

正常装载后与下图一样会在屏幕上端出现装载图标。

2541 [  ]  / 2531  [  ]

▶W8ENT64K.VHD ▶W8ENT64K.VHD

5挂载键

1

▶W8ENT64K.VHD

VHD文件可以同时挂载4个，像IODD2541用以下图标来提示VHD装载数量。 

[  ~  ]2

装载的VHD文件会在Windows上 
显示的图标与硬盘相同。3

▶模式选择             >
▶USB控制面板          >

▶重新连接USB         
ㅁ安全退出USB         

▶ Umount VHDD          
□ Write Protect         

▶ Advanced                >
▶ Ex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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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 VHD/RMD卸载快捷键

      虚拟驱动器(VHD/RMD)相关注意事项

第二章。虚拟驱动器(VHD/RMD)相关注意事项

   特别重要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可能会发生以下的致命错误。

因碎片整理可能导致实际硬盘内正在运行的*.RMD(VHD)的文件途径改变，

文件途径发生改变，在RMD（VHD）内运行的OS数据读写，引发运行中的OS出现问题，

将会导致实际硬盘数据损坏。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利用虚拟硬盘运行OS文件时，不建议同时使用写保护模式与双重模式。

1 不能为实际硬盘进行碎片整理。 

不能移动目前正在使用的VHD(RMD)文件的途径。

请把OS的实际硬盘自动碎片整理功能设置禁用。2

3

  特别重要!!!

      下列注意事项是，利用虚拟驱动器使用Windows-to-Go或其他操作系统时将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这时使用的是双重模式并可以读写，请检查以下内容。  

■ VHD文件名属性

IODD在挂载VHD文件或RMD文件时，根据文件名区分模式。默认值被强制为CD模式。

例)如果文件名为IODD时-IODD:CD模式/IODD&D:双重模式/IODD&DW：双重模式并能读写硬盘。

所有VHD/RMD
卸载

7
按住功能键

卸载所有VHD(RMD)
ISO/VHD/RMD
挂载或卸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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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信息 / IODD 信息

第二章。S.M.A.R.T 信息 / IODD 信息

■ 不仅能确认IODD信息，在S.M.A.R.T信息内可确认硬盘的状态与硬盘信息。

▶信息                 >
▶环境设置             >

Setting                      >
▶ Information              >

▶ S.M.A.R.T.                >  
HDD Model                >

▶S.M.A.R.T.信息       >
▶IODD信息             >

■ 2541在[信息(information)]2531在[information]菜单目录确认。

  关于显示信息。。。

     

      ■ 在S.M.A.T.R信息内显示的硬盘信息，根据硬盘不同可能会不正确显示，这种错误与IODD无关

进入信息菜单

各菜单与信息介绍

2541 菜单 2531 菜单 信息

S.M.A.R.T

S.M.A.R.T
菜单内统一
(用2/8 选择)

S.M.A.R.T 反馈硬盘状态。 GOOD(良好) BAD(不良) Warning(警告)

HDD Model HDD Model 反馈硬盘型号。

HDD Serial HDD Serial 反馈硬盘序列号

HDD Temp HDD Temp 反馈硬盘的温度。

固件版本

IODD 信息
菜单内统一
(用2/8 选择)

Firmware ver 确认IODD的固件信息。

USB 连接速度 USB Speed 确认当前连接速度。

USB 目前电压 USB input volt 确认USB连接的目前速度。

USB  最低电压 N/A 确认连接的USB最低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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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环境设置与语言设置

第二章。其它环境设置与语言设置

▶ 环境设置            >
▶ AES256加密法        >

▶ AES256 加密法       >
▶ 语言                >

▶ Mode select            >
▶ Setting                     >

▶ Advanced               >
▶ Exit                         

   □ Write Protect     
▶■ instant Save       

液晶屏亮度设置

即时保存设置

语言设置

■ 2541在[环境设置(Setting)]2531在[Setting]菜单内设置。

只在2541支持的语言功能。
在菜单内最后选项[语言(language)]。

目前支持的语言有[中文][英文][韩文][日文][俄文]。
更改语言时，它将会立即更改。

在[Advanced]菜单内。

只在2531菜单内。2541基本可以用快捷键。
挂载ISO文件时，立即保存当前状态的功能。
OFF时，只有在安全退出(JOG键往下按住)时才保存当前状态。

在1558N固件开始支持。

按以下方式进行设置。

2541 菜单 2531 菜单 设置内容

液晶亮度 LCD Bright 设置LCD背光亮度。

睡眠模式液晶亮度 Idle Bright 睡眠模式下LCD背光亮度。

睡眠模式时间设置 Standby time 在待机模式下停止硬盘电机的时间设置。

还原初始化 Load Default 将以上三项设置恢复初始化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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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在特定端口上一直无法识别时解决方法

第二章。在特定端口上一直无法识别时解决方法

■ 在特定端口上发生的设备相关错误，可通过以下方法解决。Windows将存储至少连接过一次的所有设备信息。

   凡是在连接过程中发生过错误的设备，在以后连接时，Windows将自动把设备隐藏或终止运行。

   使用DeviceCleanUp程序，可把存储在Windows设备访问信息初始化。

请在下面地址下载。

 http://www.uwe-sieber.de/files/devicecleanup.zip

解压下载的压缩文件并根据Windows版本运行文件[以管理员分身运行]。

出现与上图一致画面后，进入[Devices]菜单内选择[Select ALL]。

所有设备都被选择后，进入[Devices]菜单后选择[Remove Selected]。

最多等待10分左右后，完成后将会重新启动两次。

下载DeviceCleanUp程序

运行DeviceCleanUp程序

http://www.uwe-sieber.de/files/devicecleanup.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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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结束

■ 恭喜。已经熟知了IODD的基本功能。

   IODD还有更加强大的功能。

   在下一章。已经准备了为高级用户的指南。

   可能需要更多电脑与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

   第二章的内容，已充分应用IODD。

   感觉下一章内容有些难度，可以跳过。

第二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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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高级用户指南

■ 本章介绍IODD的高级功能。

   需要对电脑的整体知识，初学者请将基本功能与相关功能熟知后在使用。

第三章。高级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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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VHD容量设置 
■ 在创建VHD(fixed)文件时，即时没有容量也会在创建时占据容量，请慎重选择容量。

■ IODD不支持可变性VHD文件。

VHD(Virtual Hard Disk)文件 是?

是虚拟硬盘文件的缩写。跟物理硬盘一样可自由挂载，在挂载VHD时可以识别到在电脑上会添加一个磁盘。

2531/2541可以同时挂载4个VHD文件。

第三章。使用VHD Tool++ 创建VHD

  使用VHD Tool++ 创建VHD

1 下载 VHD Tool
通过IODD官方网站或FTP服务器，下载VHD Tool。

● IODD官方网站  

    http://iodd.kr/wordpress/support/download/

● IODD FTP服务器

    ftp://sps.iodd.co.kr/ 

运行 VHD Tool
在IODD与电脑连接状态下运行VHD Tool。2

VHD Tool有多种功能，

但这次使用的功能是VHD创建功能。

选择上端菜单栏中的[创建]将会

出现跟左图一样的画面。

首先，为了创建VHD文件，请单击  图标。

移动到要创建VHD文件的位置(文件夹)，

在以蓝色标记的部分输入要创建的VHD

文件名并  按打开。

文件名以后随便可以更改

※只有在IODD上安装的硬盘才可以创建。

%20http://iodd.kr/wordpress/support/download/%0D
%20http://iodd.kr/wordpress/support/download/%0D
ftp://sps.iodd.co.kr
ftp://sps.iod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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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法格式化？ 

        创建VHD文件可能发生错误，删除并重新创建

第三章。使用VHD Tool++ 创建VHD

VHD文件的容量与属性
决定要创建的VHD文件大小与属性。指南内的属性为默认设置。

为了设定该文件的大小要确认的项目。

● 自由空间是显示目标驱动器(创建VHD文件的驱动器)的

   整个剩余容量。

● 最大的连续空间是可创建VHD文件的最大容量一样。

● 大小输入窗口内要输入小于最大连续空间的容量，

   根据输入的容量大小来创建VHD文件。

关于最大连续空间

即时硬盘容量剩的很多，也不能将把所剩下的所有容量创建为VHD文件。硬盘容量虽然很充分，

但是最大连续空间不够的话，请尝试“磁盘碎片整理”。VHD文件只能在没有碎片的空间内才能创建

3

VHD文件属性

IODD在挂载VHD文件或RMD文件时，根据文件名区分模式。默认值被强制为CD模式。

例)如果文件名为IODD时-IODD:CD模式/IODD&D:双重模式/IODD&DW：双重模式并能读写硬盘

更改文件名(选择) 
VHD文件根据后面扩展名选项如何，决定模式。4

挂载与确认
请将VHD文件移动到IODD的_ISO文件后，跟ISO文件挂载相同的方式进行挂载。

当正常挂载成功后，IODD将会重新连接，
并提示未初始化磁盘进行格式化的信息。
将虚拟磁盘进行格式化后，跟左图一样，
在我的电脑上可以识别USB移动硬盘。

详细内容请参考 [  虚拟磁盘装载/卸载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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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下要使用环境与硬件/软件。

● 安装最新固件使用的IODD2531与2541的硬盘(需要剩余空间)

● 在虚拟USB上装载的原文ISO文件。

● MS Windows环境(XP以上)

● 空的VHD文件[参考VHD Tool++创建VHD]

● Rufus软件(免费软件)

第三章。使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

  使用Rufus创建并启动虚拟USB驱动器

 
 TIP # VHD文件转换成RMD文件

     将VHD文件的扩展名修改为RMD的话

     IODD将该文件以移动U盘来挂载。
.

操作进行时 必备事项

使用虚拟USB文件(*.RMD)，在USB CD/DVD-ROM无法启动的主板/环境下也基本可以安装。

下列情况下使用：

● 部分笔记本电脑不支持移动ODD安装时。

● 部分英特尔Skylake主板中不支持移动USB CD-ROM安装时。

● 部分英特尔Skylake主板安装系统是Windows7时(需要主板制造商的补丁程序)。

IODD2541- 69_B04，79_B05固件版本/IODD2531- 1555固件版本以上

Rufus 是?

是开放源代码的启动用USB生成软件，

对Windows、Linux、Mac环境的多种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可兼容的ISO文件。

1 下载最新版本的Rufus 
可在Rufus官方网页或各大网页搜索下载。 

● Rufus官方网页
    

[  https://rufus.akeo.ie/ ]

BIOS里设置U盘启动方法？

因主板制造商各不同，不好详细描述。最好咨询主板制造商并参考电子手册。

用虚拟USB驱动器安装系统时，最少是将IODD模式设置为CD-ROM模式来操作。(根据文件名将会改变模式)

http://rufus.akeo.ie
http://rufus.akeo.ie
http://rufus.ake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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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 # 卸载VHD/RMD快捷键

Chapter 3. Make a bootable USB drive with Rufus

运行Rufus 
请把VHD文件挂载到IODD的状态下运行。2

将虚拟USB驱动器正常的挂载到IODD后,
将会出现跟左图一样的画面。 

※请确保设备内选择的是IODD的虚拟USB驱动器。

● 新卷标： 
   设置在Windows上显示的虚拟驱动器名称。与RMD  

   文件名无关。

设置结束后，请单击蓝框内的  图标按钮。

选择启动用虚拟USB的源件ISO
选择ISO文件，将IODD内挂载的RMD文件创建为启动用虚拟USB。

创建可启动USB完成及确认
确认创建的虚拟USB驱动器。。

在选项内选择ISO镜像文件。

如果选择的是正常的ISO文件，
在Rufus程序画面的蓝框内的
FreeDOS文字可选择改变为ISO镜像。

※ Windows8.1以上的企业版本情况下，
   除了标准安装之外，可选择Windows-To-Go项目。

正常选择后，请安下面   按钮。 

如果正常进行的话，将会提示右侧一样的警告画

面。因为新建的VHD(RMD)文件时空的，不用犹豫点

击 按钮。

3

跟左侧操作进行后将完成所有操作。

进入我的电脑>打开该驱动器确认是否正常创建。

4

所有VHD/RMD
卸载 7 按住功能键

卸载所有VHD(RMD)
ISO/VHD/RMD
挂载或卸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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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To-Go 是?

从Windows8开始支持的系统漫游技术，在USB存储设备上安装Windows后，

在可以使用USB启动的任何电脑上启动并使用电脑。

卓越的兼容性而自豪，Windows PE是无法比较的。

本节将指导通过Windows控制面板安装方法(1)与，Rufus(2)工具安装方法。

2

第三章。Windows-To-Go启动支持指南

  Windows-To-Go启动支持指南

跳过激活Bitlocker 加密功能，点击[创建]后等待完成。 (根据媒体不同将会需要很长时间)3

1

选择挂载的驱动器(VHD）。然后将原件Windows8安装DVD或ISO文件挂载后，选择该安装的版本。

在IODD内的_ISO文件夹内创建VHD文件。[  参考使用VHD Tool++创建VHD ] ,将创建的VHD用IODD挂载。
然后在控制面板运行Windows-To-Go。

通过控制面板安装之前，请先准备以下两个项目。

■ 安装Windows8的DVD或ISO文件(企业版以上)    ■ 安装对象的IODD2541或2531。

 
 TIP #  Win-to-go专用VHD文件大小

     

     安装所需最低容量为32GB，为了更加流畅的操作，建议使用50GB以上容量。

通过Windows控制面板安装

▶WintoGO8.V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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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Windows-To-Go启动支持指南

通过Rufus安装之前，请先准备以下两个项目。

■ 安装Windows8的DVD或ISO文件(企业版以上)      ■ 安装对象的IODD与RMD文件

通过Rufus安装

运行Rufus
请把VHD文件挂载到IODD的状态下运行。

2

将虚拟USB驱动器正常的挂载到IODD后，

将会出现跟左图一样的画面。 

※ 请确保设备内选择的是IODD的虚拟USB驱动器。

● 新卷标：设置在Windows上显示的虚拟驱动 

           器名称。与RMD文件名无关。

设置结束后，请单击篮框内的  图标按钮。

选择要创建的Win-to-go USB的源件的ISO文件
选择ISO文件后，按下图在[◎Windows To Go]进行选择。

在打开画面选择ISO文件。
如果选择的是正常的ISO文件，
在Rufus程序画面的篮框内的
FreeDOS文字可以选择改变为ISO镜像。

※ Windows8.1以上的企业版本情况下，
   除了标准安装之外，
   可选择Windows-To-Go项目。

正常选择后，请点击下面 确认按钮。

如果选择正常的话，将会提示右侧一样的

警告画面，因为RMD文件是空的，

不用犹豫点击 确认按钮。

3 确认及完成创建 Win-To-Go USB
确认创建的虚拟USB驱动器。

根据左图所示，完成所有操作。

桌面>我的电脑>打开该驱动器，确认是否顺利创建完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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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结束

■ 恭喜您，已熟知了IODD的高级功能。

   通过持续的固件升级，IODD将可能会添加新功能。

   以后也需要用户的多多关注与使用。

第三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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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树形菜单 / 错误信息

第四章。FAQ 与疑问解答/保修信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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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541树形菜单

  2541树形菜单

MENU

模式选择

USB 控制面板

环境设置

AES256加密法

语言

信息

HDD 模式

重新连接USB

睡眠模式液晶亮度

USB 连接速度

CD 模式

安全退出USB

睡眠模式时间设置

USB 最低电压

S.M.A.R.T信息

HDD 型号

HDD 状态

设置加密

解除虚拟磁盘

还原初始化

USB 目前电压

IODD 信息

HDD 序列号

HDD 温度

删除加密

双重模式

写保护

液晶亮度

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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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531树形菜单

  2531树形菜单

MENU

Mode select

Setting

Information

USB Connect

Advanced

HDD Mode

Idle Bright

CD Mode

Standby Time

HDD Serial

USB Speed

Safe Removal

Write Protect

Load Default

S.M.A.R.T.

USB Input Voltage

Firmware Ver

Umount VHDD

HDD Model

Refresh

Force USB 3.0

Instant Save

Dual Mode

LCD 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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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541 错误信息

 2541 错误信息

需要检查磁盘

分区错误

磁盘异常

文件数超过限制

无_ISO文件

无支持文件

磁盘锁定

需要碎片整理

只支持固定大小

不支持稀疏文件

虚拟磁盘超过限制

已选定

文件系统为NTFS时，在未经过安全退出并存储数据时，将会提示此信息。

直至现象得到解决，请按以下方式依次执行。

1.在操作系统上安全退出后在重新连接。

2. 在Windows内进行磁盘检查。

3. 换个硬盘与电脑连接。

4. 新建_ISO文件，将资料一个个复制后查看现在状态。

   (请更改之前_ISO文件的文件名，不是移动是复制)

5. 同一现象反复，请将数据备份后，将硬盘格式化。

6. 更新最新固件。

固件版本与IODD内的第一分区的文件系统不一致所提示的信息。

请参考[虚拟CD-ROM(ODD)页面]。

无法读取硬盘时提示的信息。同一症状反复请交换硬盘。

根目录或_ISO文件夹内的 文件/文件夹数超过30个以上时提示的信息。

请使用子文件整理资料。

请在IODD第一分区的根目录内创建_ISO文件夹。

_ISO文件夹内没有子文件夹或是ISO镜像文件时提示的信息。

在运行OS或程序时，因某种原因将光驱动器进行锁定状态。

磁盘将无法手动弹出，解决方法就是重新连接IODD。

ISO文件可允许24个磁盘块，但是VHD或RMD是不允许的。

请在磁盘属性内为磁盘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选择的VHD是可变式。只支持固定式VHD。

虚拟驱动器镜像不支持稀疏文件。

最多支持4个虚拟磁盘，但是选择了更多。

选择了已选定的虚拟驱动器。

■ IODD屏幕上提示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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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 错误信息

第四章。 2531 错误信息

Check HDD

ChkDsk (或是 gErr) : xxx

1st Partition

bad or N/S HDD

Too Many Files

NO _ISO Folder

NO - DISC

Disc Locked

DEFRAG

Not Use Dynamic

Not Use Sparse

vDISK Limit

Already Hit

文件系统为NTFS时，在未经过安全退出并存储数据时，将会提示此信息。

请重新连接IODD后并在Windows上进行磁盘检查。

1. 按住JOG键状态下与电脑连接/在Windows上进行磁盘检查。

2. 新建_ISO文件，将资料一个个复制后查看现在状态。(移动X 复制O)

3. 同一现象反复，请将数据备份后，将硬盘格式化。

4. 更新最新固件。

固件版本与IODD内的第一分区的文件系统不一致所提示的信息。

请参考[虚拟CD-ROM(ODD)页面]。

无法读取硬盘时提示的信息。同一现象反复请交换硬盘。

根目录或_ISO文件夹内的 文件/文件夹数超过30个以上时提示的信息。
请使用子文件整理资料。

请在IODD第一分区的根目录内创建_ISO文件夹

_ISO文件夹内没有子文件夹或是ISO镜像文件时提示的信息。

在运行OS或程序时，因某种原因将光驱动器进行锁定状态。

磁盘将无法手动弹出，解决方法就是重新连接IODD

ISO文件最大可容纳24个磁盘碎片，但是VHD或RMD是不允许的。
请在磁盘属性内为磁盘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选择的VHD是可变式。只支持固定式VHD。

虚拟驱动器镜像不支持稀疏文件。

最多支持4个虚拟磁盘，但是选择了更多。

选择了已选定的虚拟驱动器。

■ IODD屏幕上提示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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