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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须知 

 

请勿将产品放置在直接受阳光暴晒或靠近化学药剂的场所，并确保

其所在环境温度和湿度恒定，工作温度为 0-40℃，相对湿度为 5%-

95%，请确保环境符合邀请。 

 
请确保正确的一面朝上，勿将产品倒置。 

 

请勿放置于任何液体附近。 

 

进行外壳清洁前，请先拔除电源线。请使用湿纸巾擦拭，请勿使用

化学或喷雾式清洁剂来进行清洁。 

 

与此产品连接的线路以及设备必须使用标配电源适配器，请勿使用

其他规格的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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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克沙时光机 M2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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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2 设备安装 

 

个人云盘模式的安装 

 

注意： 

请使用 5V=1A及以上电流、USB-A口的电源适配器。 

 

 
移动固态盘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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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下载 

IOS用户和 Android 用户均可扫描二维码（见产品说明书），下载并安装“雷克沙

时光机”APP。 

 

 

雷克沙时光机 APP 

 

1. Windows、Mac、TV 平台请访问 https://cloud.lexar.com/download 下载； 

2. IOS用户可到 APP Store 搜索“雷克沙时光机”下载并安装； 

3. Android 用户可到百度手机助手搜索“雷克沙时光机”下载并安装。 

 

兼容平台： 

Android、iOS、Windows、苹果 Mac OS X、Android 4.0.3 以上的智能电视。 

  

https://cloud.lexa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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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绑定时光机 

第一次使用时光机，需要将用户的雷克沙账号绑定到设备，成为设备的主人。主

人拥有对设备最高操作权限，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其他人成为共享者。 

 

1. 确保时光机已连接网线，通电开机，此时 LED状态为白色常亮，网口灯两颗都亮

起表示系统已启动完成。 

注意： 

要确保机器指示灯为白色常亮。 

 

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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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安装 APP“雷克沙时光机”APP，与时光机在同一个路由器的局域网下，登陆

APP，添加设备-搜索设备，可出现使用设备。 

 

 

3. 非局域网 WIFI、手机 4G/5G 网络状态下，扫描时光机设备底座二维码绑定设备→

开始连接，绑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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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 App 访问时光机 

时光机提供了苹果、安卓、Windows、MacOS、TV、Web多种访问方式访问时光机

数据，请访问 https://cloud.lexar.com/download ，选择适配系统下载客户端。 

注意： 

第一次使用时光机，请使用手机 APP 完成初始化。 

 

1. 苹果/安卓手机端访问 

1） 局域网或远程访问，手机 4G、5G网络或者 WiFi 网络资产联网，打开 APP，输入

正确的手机号和密码登陆，或者手机验证码登陆。 

 

 

2） 忘记密码可以用验证码登录并修改密码。 

 

 

 

https://cloud.lexa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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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dows/Mac 客户端访问设备 

1） 打开电脑客户端，可以使用手机 APP 扫码登录，或者使用雷克沙账号进行登录。 

 

 

2） 更多操作，可以通过悬浮窗上的邮件按钮，或者 Windows 系统右下角时光机托盘

图标进入（Mac 系统在顶部图标栏进入）。 

 

注意: 

使用电脑客户端或者网页端之前一定要确保手机客户端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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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脑 Web访问 

打开 Windows和 Mac 系统浏览器，输入 https://cloud.lexar.com/ ，输入手机

客户端之前注册账号登录，选择已关联的设备，即可访问。 

 

注意: 

使用电脑客户端或者网页端之前一定要确保手机客户端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https://cloud.lex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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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视机安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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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邀请用户成为共享者 

第一个绑定设备的账号，是设备的主人，拥有最高权限。主人可以邀请亲人一起

使用时光机设备和空间，接受邀请的账号成为设备的共享者，可以访问到公共空间的

内容，使用部分插件功能。 

 

账号邀请 

手机客户端 APP，我的-用户管理-邀请新用户，选择任意方式发送给朋友，然后

朋友进入链接注册账号即可绑定你的设备了，邀请链接有效期 30分钟，过期需要重

新发起邀请。 

用户接受邀请后，页面中会有 APP的下载地址，或者请用户到雷克沙官网下载

https://cloud.lexar.com/download/ 。 

 

  

https://cloud.lexa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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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件分类管理 

时光机可以对“我的空间”里的文件进行智能分类，“公共空间”里的文件，不

会在智能分类中出现。 

 

智能分类 

个人空间数据自动分四大类（公共空间不支持）：视频、图片、音乐、文档 

文档：Doc、Xls、P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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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时光轴、地图、相簿浏览 

仅支持个人空间图片数据，不支持公共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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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手机相册备份 

打开 APP-我的-相册备份-打开自动备份照片/视频，选择指定相册，在 WIFI 或者

局域网状态下，保持 APP为打开状态，手机相册/视频将自动上传到“我的空间”里

的备份目录。相册备份的文件不会被时光机的其他用户浏览到。 

 

注意事项： 

1. 苹果系统如果开启了 iCloud 功能，照片视频实际存放在 iCloud 空间，备份过程

需要从云端下载到手机后，才能备份到时光机，请确保网络良好，避免备份过程出

现中断。 

2. 如果待备份文件较多，尤其是第一次备份，请将手机连接到充电器，并保持 APP 在

前台运行，以便更快完成第一次基础备份，因为备份时间较长，手机出现发热属于

正常现象。 

3. APP进入后台运行，有可能被手机系统结束运行，这是手机的后台运行限制，安卓

手机可以开启悬浮窗功能、加入白名单的方式保护 APP，苹果手机备份过程请保持

前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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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文件备份（微信文件、QQ 文件） 

打开时光机 APP-我的→文件备份→选择需要备份的文件→选择需要备份的文件类

型，在 WIFI 或者局域网状态下，保持 APP 为打开状态，文件将自动开始备份。 

 

 

注意: 

1. 因为微信、QQ的限制，不支持聊天记录备份。 

2. 苹果 iOS 系统不支持微信文件、QQ文件读取，所以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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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文件分享 

用户可以选择我的空间和公共空间里的文件，使用 Web链接的方式或者小程序方

式，发送给其他人访问。分享时可以设置分享时间、访问密码。 

 

进入我的空间或公共空间→长按选择需要分享的文件→点击底部分享按钮→选择

分享方式→分享成功。分享成功后，可以在 APP首页-我的分享中，查看分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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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加密空间 

加密空间位于“我的空间”里，无法通过 Samba或者 USB 连接电脑查看，必须通过

APP 验证身份后才能访问。加密空间内的数据，会被时光机采用高强度的硬件加密进

行保护，请妥善保管密码。 

 

1. 开启加密空间：时光机 APP首页→加密空间，按照系统引导输入手机验证码，设置

加密空间密码。 

 

 

 

 

 

 

 

 



 

乘着时光机，与回忆相遇 - 20 - 

2. 使用加密空间：进入我的空间或公共空间→长按选择需要加密的文件→点击底部

右下角的“更多“→移入加密空间，即可将文件移入加密空间（移动需要时间，进

度请到任务队列查看）。 

 

 

注意： 

关闭加密空间或者被删除共享者账号，会导致加密空间内的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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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标签 

标签功能允许用户对一些重要文件进行标识，以便在后续使用中快速查找归类。

例如对身份证照、驾照、行驶证照片都打上“证件”的标识。 

 

1. 为文件添加标签：进入我的空间或公共空间→长按选择需要添加标签的文件→点

击底部右下角的“更多“→标签→添加新标签或选择现有的标签。 

 

 

2. 查看标签下的文件：时光机 APP 首页-标签，选择查看任意标签下的文件。 

 

 

3. 取消标签：重复(1)中的步骤，再次点击文件现有的标签，标签呈灰色即为取消

该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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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收藏 

收藏功能可以对重要文件进行收藏，以便快速找到重要的文件。 

 

1. 添加收藏文件：进入我的空间或公共空间→长按选择需要收藏的文件→点击底部

右下角的“更多“→收藏。 

 

 

2. 查看收藏的文件：时光机 APP 首页-收藏，即可查看收藏的文件。 

 

 

3. 重复(1)中的操作，选定要取消收藏的文件，点击“更多”→取消收藏，即取消

收藏选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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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回收站 

1. 回收站功能可以对删除的文件进行撤销，超期的文件将自动被清除。 

2. 还原/删除文件：时光机 APP 首页→回收站→勾选需要还原/删除的文件→还原/

删除。 

 

 

注意： 

回收站内的文件最长保留 15 天，还原文件默认恢复到原路径，如果原路径不存在则

恢复到根路径下。删除或者清空回收站，则将彻底删除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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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设置 Samba 账号 

Samba协议是一种局域网文件共享协议，Windows、Mac、智能电视都支持该协

议，用户可以通过 Samba 客户端软件，直接访问时光机内的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数据

（无法访问加密空间）。 

 

开启 Samba 服务：打开 App-我的-我的设备-Samba 共享-打开 Samba 开关并设置

Samba 密码，密码如果遗忘可以在手机 APP 查看或重设。 

 

用户名：手机号 

密码：在打开 Samba 开关后自己设置。 

 

注意： 

Samba 账号默认关闭，需要在手机 APP 中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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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Windows 电脑通过 Samba 局域网访问时光机 

1. Windows PC 通过局域网登录 

 

电脑 WIN+R 键调出“运行”，输入\\IP 

 

输入正确用户名和密码（参考设置 Samba 账号的介绍），再点击确认登录设备 

如果对话框中的用户名不正确，请通过下方“更多选项”按钮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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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查看设备 IP获取 Samba 访问路径,我的-我的设备-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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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Mac 电脑通过 Samba 局域网访问时光机 

1. 在 Mac电脑中，打开 Finder，左上方选择“前往”→连接服务器。 

 

 

2. 输入时光机设备 IP 地址，如 smb://192.168.1.108 （仅供参考，以实际时光机

IP为准）。 

 

 

 

3. 继续，点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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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身份：注册用户 

用户名：手机号 

密码：打开 samba 开关时设置的 samba 密码 

 

 

5. 选择 admin,打开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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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电视机通过 Samba 局域网访问时光机 

电视机通过 Samba 局域网访问时光机，可以使用电视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器，也可

以使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例如小白文件管理器、Kodi、Mxplayer 等，只要是支持

标准 Samba 协议即可。 

 

这里以小米电视机、盒子连接进行示范。步骤： 

开启时光机 Samba 服务，确保时光机与电视机位于一个局域网中。打开小米电视

或者盒子自带高清播放器→设备→发现“网络共享设备雷克沙时光机”→进入网络共

享设备打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密码→连接→浏览和播放文件。 

  

注意： 

使用前请参考前面开启 Samba 说明，确保 Samba 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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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固件更新 

时光机可以通过 APP 在线升级设备固件。当有新固件时，APP 登录成功会弹出可

用固件更新的提示，主人可以选择是否进行升级。也可以在使用中，通过“我的”-

“我的设备”，在设备管理页中查看有无可用的固件更新。 

 

 

注意： 

升级过程中，保持通电和网络畅通，升级完成，设备会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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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设备解除主人绑定，支持云解绑 

打开 app-我的-我的设备-解绑设备及清理共享者。 

 

 

注意： 

解绑设备及清除共享者不会对时光机存储的数据进行清除，但是解绑后，主人将无法

通过 APP 访问时光机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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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删除共享者及其空间数据 

如果不再允许某个共享者使用时光机，主人可以将其删除并清空其空间数据。 

 

 

注意： 

该操作会将该共享者在时光机内的个人空间数据（包括加密空间）删除，并解除该共

享者与时光机之间的绑定关系，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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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更换系统盘（M2） 

如果需要更换系统盘，请务必遵守下面操作步骤。 

 

1. 先在手机 APP内关闭设备（我的-我的设备-硬件与系统-关闭设备），拔下电源后

再更换磁盘。 

 

 

2. 将新的磁盘，插入 USB接口，开机后时光机设备会弹出提示，重新设置系统盘，请

按照操作配置新的系统盘。 

 

注意： 

时光机的用户个人空间位于系统盘中，更换系统盘将导致全部用户空间下的个人数据

不可用，账号将在新的系统盘中重新创建空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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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产品规格（M2） 

产品名称 网络存储服务器 

产品型号 M2 

操作系统 Linux 

处理器 MTK 四核 Cortex A53 1.5Ghz 

内存 1GB DDR4 

闪存 8GB eMMC 

支持的客户 

Android 8.0+/iOS 9.0+ 以上的手机、Windows7 & 10 电

脑、苹果 Mac OS X 10.12+电脑、Android 4.0.3以上的

智能电视 

标准 USB3.0 接口 TypeC Device 作为 pSSD 使用，或作为供电口 

有线网口 100/1000 Mbps 自适应网口 

主机尺寸 L95*W75*H25mm 

主机重量 140克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为 0-40℃； 湿度：5%-95% 

输入电压 5V/1A DC 直流电源 

保修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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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LED 指示灯表（M2） 

指示灯 颜色 状态 描述 

云朵指示灯 

白色 

常亮 未通电或关机 

灭 断电关机 

呼吸 设备无数据传输，进入休眠模式 

红色 

常亮 无法挂载内置 SSD 或挂载异常 

闪烁 设备供电不足 

白/红色 交替闪烁 固件升级中，请勿断电 

网口指示灯 

绿色 

常亮 网口与路由连接正常 

灭 网口与路由连接异常或网络不通 

黄色 闪烁 联网时有数据传输 

PSSD指示灯 白色 

常亮 设备通电，系统启动 

灭 
移动固态硬盘未上盘； 

上盘后无数据传输时 

闪烁 数据拷贝的时候呼吸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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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官方配件（M2) 

感谢您购买时光机产品！在您开始设置时光机前，请先检查包装盒内容，确认是否

已收到下列物件。 

 

M2 包装清单： 

包装盒、主机 x1、网线（CAT．6）x1、电源适配器 x1、说明书 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