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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说明书

6x

注意:请使用附带的螺丝来固定设备

4颗M3*10螺丝用于设备
(2颗备件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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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垫

包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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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底视图 内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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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螺丝孔 U.2接口

散热器
封面

使用双面M.2 SSD盘时，
需切割切口取下通风口盖

M.2 key-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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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SSD 
滑动固定器

可调节M.2 SSD
固定器

设备信息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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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插入M.2 SSD硬盘。

按住M.2 SSD硬盘。

从设备的底部，按下两侧，打开散热器盖的锁扣。

S S D

按住M.2 SSD硬盘的同时，将可调节固定器的两侧
同时推入锁扣中。

往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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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步骤2

如何拆卸M.2 NVMe SSD

将散热垫粘贴到M.2 SSD硬盘上。

散热垫

将拆卸下来的散热器盖放回原处。

将可调节固定器滑回以解锁M.2 SSD硬盘。 拆卸M.2 SSD硬盘。



NOTA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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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To utilize the hot swap function, the host must also support hot swap. To check if your host 
    supports                 hot swap,  please refer to the motherboard or controller card specifications and 

documentation.
4.

1. 仅支持M.2 B+M / M Key NVMe SSD。
2. 建议使用win10及以上操作系统，以及支持NVMe的主板设置NVMe SSD为启动盘。

警告:

3. M.2 SSS的连接器抗氧化涂层最多只能保证50次插拔，插拔后连通性可能不稳定。

     一个可能解决的办法是尝试用橡皮擦或外用酒精擦去氧化层，以改善连接性。

http://www.icydockcn.com



1. ICY DOCK se reserva el derecho de cambiar las especificaciones técnicas no relacionadas y 
    está sujeto a cambio sin previo aviso.
2. ICY DOCK no asumirá ninguna responsabilidad por ningún software, hardware o dato almacenado  
    en los productos ICY DOCK, o que interactúe con estos, que provoque daños o averías. ICY DOCK 
    solamente asumirá la responsabilidad de reparaciones y tareas de servicio de productos ICY DOCK.

1. ICY DOCK 

2. I

3. Um Hot Swap zu nutzen muss diese Funktion von dem Host unterstützt werden. Konsultieren 
    Sie            hierfür bitte die Bedienungsanleitung Ihres Mainboards oder Ihrer Controller-Karte.
4.

2. ICY DOCK ne pourra être tenu responsable de la perte ou dégradation de tout logiciels, 
    matériels ou données suite à des dommages ou des disfonctionnements de matériels 
    utilisés avec nos produits ICY DOCK. La responsabilité de ICY DOCK ne pourra être 
    engagées que pour ces propres produits.

1. ICY DOCK 

3. Pour profiter pleinement la fonction Hot-Swap, vérifiez que votre configuration accepte 
    également la                               fonction Hot-Swap.
4. Si vous souhaitez obtenir plus d’informations sur nos produits, vennez visiter notre site: 
    http://www.icydockcn.fr

http://www.icydock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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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 tiene alguna pregunta o duda acerca de los productos ICY DOCK, visite nos en el sitio web
    http://www.icydockcn.com

 .如欲知更多产品资讯，欢迎上网浏览本公司网站：http://www.icydockcn.com。

1.本公司保留产品升级与变更之权利，如改版，恕不另行通知。

2.本公司仅负责ICY DOCK产品本身相关的维修。任何跟其它软件、硬件、数据相关的故障请联络
  其相关公司协助维修。

热插拔 热插拔

 .如欲知更多產品資訊，歡迎上網瀏覽本公司網站：http://www.icydockcn.com。

2.本公司僅負責ICY DOCK產品本身相關的維修。任何跟其它軟體、硬體、資料相關的故障請聯絡
  其相關公司協助維修。

1.本公司保留產品升級與變更之權利，如改版，恕不另行通知。

4. ICY DOCK製品に関するお問い合わせは弊社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icydockcn.comへアクセスしてください。

2. 当公司はただICY DOCK製品自身と関連している修理だけ責任を負います。いかなるとの他のソフ卜
   ウェア、データと関連している故障はその関連している会社と連絡し、修理を協力して下さい。

1. 当公司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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