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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中包含
WD Passport 移动硬盘
USB 2.0 规范电缆
快速安装指南

可选附件
对于限制总线供电的计算机，可能需要特殊电缆。
在美国，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tore.westerndigital.com。 在其他国家 / 地区，请与
当地的 WD 技术支持联系。 有关技术支持联系人
列表，请访问 support.wdc.com 并查看知识库中的
Answer ID 1048。

兼容性

Windows® 

可用 USB 端口
Windows 2000/XP/Vista™（请参考本指南中的
“技术支持”部分）

Macintosh® 

可用 USB 端口
Mac® OS X 10.1.5 或更高版本

注意：
由于用户使用的硬件配置及操作系统不同，兼
容性可能会有所不同。
WD Sync™ 和 Google™ 软件仅支持 Windows。

重要： 我们建议您安装 新的 Service Pack 和
更新文件，以获得 佳性能和 高的稳定性。 
对于 Windows 系统，请单击 “开始”菜单并
选择 Windows Update。 对于 Mac 系统，请
单击“Apple”菜单并选择 Softwar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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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移动硬盘
1. 打开计算机。

2. 使用套件中提供的 USB 电缆连接移动硬盘
和计算机。

3. 移动硬盘设备会自动安装。 如果安装过程中
显示安全警告，请单击“接受”或“继续”。

4. 安装完成后，会出现一个菜单，显示软件列
表，其中包括 WD Sync 和 Google 软件。 要
安装软件，请在菜单中双击所选软件；若不
安装软件，请单击 “退出”，开始使用移动
硬盘。

注意：如果您的计算机禁用自动播放，或者您要
将此移动硬盘连接至其他计算机，则必须手动
安装此设备和软件。 双击“我的电脑”，再依次
双击 WD Passport 驱动器图标、WD_Windows_
Tools 文件夹以及 Setup.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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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D Sync
转到“我的电脑”并双击 WD Passport 驱动器图标。
然后找到并双击 wdsync.exe，启动 WD Sync。 按
照提示说明进行操作。

访问位于 support.wdc.com 的知识库并查看 Answer
ID 1434，了解有关安装和使用的详细信息。

断开移动硬盘连接

Windows

注意：双击系统栏中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
（通常位于屏幕右下角）。 还可以单击系统栏图
标，并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1. 从列表中选择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并单击 “停止”。 单击 “确定”，确认您选
择断开硬盘连接。 

2. 现在您可以安全地从计算机上拔出 USB 接
口电缆。

Macintosh
1. 在桌面上找到可移动设备图标，并将该图标

拖至 “垃圾桶”图标上。 
2. 该磁盘图标从桌面上消失后，您即可安全地

从计算机上拔出 USB 接口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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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如果您在安装或使用此产品的过程中需要附加信息或
帮助，请访问 WD 技术支持网站 support.wdc.com。

此 WD 硬盘已预先格式化为单一 FAT32 分区，以兼
容所有 Mac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 FAT32 文件系统
单个文件 大可为 4 GB，在 Windows 2000/XP 中，
无法创建大于 32 GB 的分区；但是 Windows 2000/
XP 用户可以使用“Disk Management（磁盘管理）”
实用程序将此移动硬盘重新格式化为 NTFS 格式，
这样就可以解决限制文件大小的问题。 有关详情，
请查看位于 support.wdc.com 的知识库中的 Answer
ID 1287，以及位于 support.microsoft.com 的编号
为 314463 的文章和编号为 184006 的文章。

由于系统配置不同，您的计算机可能会尝试从 WD
移动 USB 驱动器启动。 请参考您的系统主板 BIOS
设置文档来禁用此功能，或访问 support.wdc.com，
单击“知识库”然后搜索 Answer ID 1201。有关从
外置驱动器启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您的系统文
档，或与系统制造商联系。

符合规定
本设备已依照 FCC 规则的第 15 部分进行了测试，并

被认定符合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 这些限制旨在提供

合理的防护，防止设备在民用安装环境中产生有害干

扰。 本设备产生、使用、并能放射射频能量，如果不

按说明安装和使用，则可能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

有害干扰。 但是并不能保证特定的安装设备不会产生

干扰。 在没有得到 WD 明确同意的情况下，任何改变

或修改都会使用户失去操作此设备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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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RoHS

保修信息
本产品中不包含可由用户维修的部件。 若需维修，请

联系 WD 授权人员或 WD 批准的维修中心。

所包含的服务
WD 非常重视您的业务，竭诚为您提供 优质的服

务。 如果本产品需要维修，请与销售该产品的经销商

联系，或访问我们的产品支持网站 support.wdc.com，

了解如何获得服务或如何获得维修授权 (RMA)。 如果

经过认定我们的产品可能有瑕疵，将向您提供 RMA 编
号以及产品返修说明。 未经授权的返修（即没有 RMA
编号的返修）将会返回给您，并且费用需要由您承担。 

授权返修产品必须装在经核准的装运容器中，预付费

用及保险，寄到返修单上提供的地址。 应保留产品的

原始包装盒和包装材料，以存储或装运您的 WD 产
品。 要确定保修期，请通过 support.wdc.com 查看保

修截止日期（需提供序列号）。 WD 对于数据损失、损

失数据的恢复或任何产品中存储的数据，均不承担责

任，不管数据损失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部件名称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化联 多溴化

(Pb) (Hg) (Cd) (Cr (VI)) （二）苯 二苯醚

(PBB) (PBDE)

减震架 (L1,L2,R1,R2)

减震器 (4 pcs)

脚垫 (4 pcs)

带镜头的上盖

底盖

PCBA

微型 USB 电缆
O: 说明此部件使用的所有同类材料中这种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均低于
SJ/T11363-2006 中的限制要求。

X: 说明此部件使用的至少一种同类材料中这种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高于
ST/T11363-2006 中的限制要求。

（在此表中，企业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标记“X”的项目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性解释。）

有毒有害物质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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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WD 保证本产品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三 (3) 年内其材

料和工艺均不会出现问题，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并保证

本产品符合 WD 的规格。 此有限保修期从您的购买收

据上显示的购买日期开始计算。 如果 WD 确定本产品

是从 WD 盗走的，或所声称的瑕疵 a) 不存在， b) 不能

合理证明是由于 WD 在接收本产品之前造成了损坏或

c) 由于误用、不当安装、变更（包括去掉和消除标签、

打开或去除外壳，除非 WD 或授权维修中心授权进行

此项操作），或 WD 以外的其他人由于意外或违反规定

使用造成损坏，WD 对于返修产品将不负责任。 受上文

中所述限制的约束，在上文指定的保修期内，根据 WD
的选项，您独有且唯一的保修是修理或更换本产品。

WD 上述的保修将扩展到修好或更换后的产品，以平衡

所适用的九十 (90) 天原始保修期，从修好或更换后的

产品装运之日开始计算，以较长的日期为准。

上述有限保修是 WD 的唯一担保，仅适用于售出的新

产品。 此处提供的补救措施用于代替 a) 任何以及所有

其他明示、暗示或法定补救措施和保修，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对于适销性或特定用途的适用性的暗示担保，

以及 b) WD 对于任何以及所有损失的责任和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由于购买、使用或操作产品或由于与此相关

的原因造成的意外损失、直接导致的损失或特殊损失，

或任何经济损失，利润或费用的损失或数据丢失，即使

WD 已警告有产生这些损失的可能。 在美国的某些州，

不允许排除或限制意外损失或直接导致的损失，所以以

上限制可能对您并不适用。 此担保赋予了您特定的合

法权利，根据所在州的不同，您还可能拥有其他权利。

Western Digital
20511 Lake Forest Drive
Lake Forest, California 92630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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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以下网址获得服务与资料：
support.wdc.com

www.westerndigital.com

800.ASK.4WDC 北美
949.672.7199 西班牙
+800.6008.6008 亚太
+31.20.4467651 欧洲 / 中东 / 非洲

Western Digital、WD、WD 徽标以及 WD Passport 是
注册商标；WD Sync 是 West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的商标。Google 是 Google Inc. 的商标。本文中涉
及的其他商标均属于其各自公司。

© 2007 West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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