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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astone®

產品名稱 無線存儲充電寶

產品型號 SmartBox A1 SmartBox  A2 SmartBox  A3

外型尺寸 (mm) 75 x 60 x 11.5 75 x 60 x 16.1 75 x 60 x 22.2

產品重量 (g) 52 75 125

內建鋰電池 1200mAh 2500mAh 5000mAh

充電輸入／出 DC 5V / 500mA DC 5V / 1000mA

儲存記憶體 SDHC 記憶卡 , 可達 32GB

USB 連接方式 USB A 公 ( 充電輸入 / 出 , PC 資料傳輸 )

無線傳輸介面 Wi-Fi 802.11b/g/n

無線有效距離 10 公尺

連續播放時間 4Hr 8Hr 16Hr

待機時間 8Hr 16Hr 32Hr

操作溫度  -20° C ~ 60° C

充電溫度    0° C ~ 45° C

作業系統 iOS Android

相片 JPG, JPEG, PNG, BMP

音樂 MP3, WAV

影片 MOV, M4V MP4

文件 DOC, XLS, PPT, PDF, TXT

WiFi 無線行動存儲碟

無線檔案伺服器

無線影音播放

6 台裝置同時連線播放

無線 SD 卡讀卡器

USB 儲存裝置
USB 隨身碟

SD 卡讀卡器

手機行動電源 ( 充電寶 )
DC 5V/500mA
或 DC 5V/1000mA 輸出

無線存儲充電寶
使用手冊

感謝您購買立達 - 無線存儲充電寶。本手冊介紹使用無線存儲充電寶系列的操作說明和安全防範措施。
請確保您使用產品前已仔細閱讀本手冊。閱讀本手冊後，請妥善保存，以供將來使用產品時參考。
* 本手冊部份內容將會以“SmartBox”表示無線存儲充電寶。

於 Android 播放多媒體內容於 iPhone 播放多媒體內容

點擊                              存取 SmartBox 中的音樂檔案。

直接點選即可播放音樂。

點擊                          存取 SmartBox 中的音樂檔案。

直接點選即可播放音樂。

點擊                             存取 SmartBox 中的影片檔案。

直接點選即可播放影片。 直接點選即可播放影片。

點擊                         存取 SmartBox 中的影片檔案。

重複播放狀態

重複播放關閉

全部重複播放

隨機播放狀態

            隨機播放關閉

            隨機播放開啟

隨機播放狀態

            隨機播放關閉

            隨機播放開啟

隨機播放狀態

 隨機播放關閉

 隨機播放開啟

重複播放狀態

   重複播放關閉

   全部重複播放

   單一檔案重播

點擊                             存取 SmartBox 中的相片檔案。

點擊                以瀏覽 , 下載 , 刪除或投影片流覽相片。

點擊                           存取 SmartBox 中的相片檔案。

長按縮圖以瀏覽 , 下載 , 刪除或投影片流覽相片。

點擊                  

顯示進階選單及使用多重選取功能。

點擊             與                

顯示進階選單及使用多重選取功能。                     

開啟 Android 圖片庫。

點擊                     並選取

選擇相片後點選                                上傳檔案。

使用 SmartBox 應用程式

於 Android 安裝 SmartBox 應用程式

選取 SmartBox (default) 
WiFi 無線網路連線
預設密碼 : 123456789

點選 Google Play 商店。

搜尋 Gigastone;
選擇 Gigastone SmartBox 
應用程式。

點擊 " 安裝 " 按鈕。

搜尋 Gigastone;
選擇 Gigastone SmartBox 
應用程式。

點擊 " 安裝 " 按鈕。

於 iPhone 安裝 SmartBox 應用程式

相片 :
存取照片與圖像類型檔案
音樂 :
存取音樂與音源類型檔案
影片 :
存取 MP4 影片類型檔案
文件 :
存取文件檔案
其它檔案 :
列出上述類型以外的檔案
檔案管理 :
檔案瀏覽器

點選 Android WiFi 網路設定。

點選 SmartBox App 圖示開啟功能選單。

WiFi 無線網路連線狀態 :
        WiFi 尚未連線至 SmartBox
        WiFi 已連線至 SmartBox

Home Button
SmartBox:
多媒體檔案庫
下載 :
已下載的檔案內容
本機內容 :
Android 裝置上的檔案內容
設定 :
SmartBox 與無線網路功能選項

點選 SmartBox 圖示以存取
SmartBox 中的媒體內容。

點選設定圖示以開啟設定頁面。

輸入 SmartBox 已設定的 WiFi 
SSID

輸入 SmartBox 已設定的 WiFi 密碼

進入管理者設定

                  預設密碼 : 0000

設定 SmartBox 的 WiFi 
SSID 與密碼

點選後可重開 SmartBox

點選後可恢復 SmartBox 
原廠預設值

SmartBox 應用程式安裝與設定

點選 SmartBox App 圖示開啟功能選單。

SmartBox:
多媒體檔案庫
照片 :
圖片庫與已下載的照片
影音 :
已下載的影片與音樂
文件 :
已下載的文件
設定 :
SmartBox 功能選項

點選 iPhone WiFi 網路設定。

選取 SmartBox (default) 
WiFi 無線網路連線
預設密碼 : 123456789

點選 App Store。

WiFi 無線網路連線狀態 :
已成功連線

SD 記憶卡狀態

使用者設定 SmartBox
連線 SSID 與密碼

點選後可重開 SmartBox

點選後可恢復 SmartBox 
原廠預設值

點選設定圖示以開啟設定頁面。

點選 SmartBox 圖示以存取
SmartBox 中的媒體內容。

功能鍵
搜尋列
Document:
存取文件檔案
Music:
存取音樂與音源類型檔案
Others:
列出其它非音樂 , 照片 , 文件與影片
類型的檔案
Photo:
存取照片與圖像類型檔案
Video:
存取影片類型

開啟                     相片膠捲。

點擊                     圖示並勾選欲上傳檔案。

點擊                     上傳檔案。

隨機播放狀態

            隨機播放關閉

            隨機播放開啟

電池出廠前已部份充電，僅供出廠檢測使
用，建議第一次使用前將電池充飽後再使
用。

CBA D

1   多重選取與進階選單>   掃描 QR Code 下載 SmartBox 應用程式

>   在 App Store 中搜尋 SmartBox 應用程式

1   建立 WiFi 連線至 SmartBox

2   SmartBox 應用程式功能選單

3   存取 SmartBox 內的檔案與多媒體內容

2  SmartBox 應用程式功能選單

>   掃描 QR Code 下載 SmartBox 應用程式

>   在 Google Play 中搜尋 SmartBox 應用程式

1    多重選取與進階選單

2    相片2    相片

3    音樂

4    影片

5    上傳檔案至 SmartBox5    上傳檔案至 SmartBox

3    音樂

功能 狀態 燈號

Wi-Fi

啟動中 藍燈長亮 

待機 藍燈慢閃

資料傳輸 藍燈快閃

電量提示
40% 電量 紅燈慢閃

低電量警告 紅燈長亮 (5 分鐘後機器關閉 )

充電提示

充電中

低電量 紅燈亮 1 秒 , 滅 1 秒

中電量 紅燈亮 3 秒 , 滅 2 秒

高電量 紅燈亮 5 秒 , 滅 4 秒

充滿電
無線存儲充電寶關閉時 紅藍燈長亮 ( 紫色 )

無線存儲充電寶開啟時 紅燈滅 , 藍燈正常指示 WiFi

•	 透過 WiFi 無線網路與 SmartBox 進行連線。
•	 開啟網頁瀏覽器並於網址列輸入 "192.168.1.2" 或 "gigastone.smartbox"
•	 開啟頁面存取 SmartBox 內的檔案內容。

連接電腦

為您的智慧型手機充電

透過網頁瀏覽器連接 SmartBox

1. 使用 USB 傳輸線將 SmartBox 連接至電腦。
2. 長押電源開關切換至讀卡機模。
3. 等待 5 秒後電腦將自動偵測卸除式磁碟機。。
4. 您可將檔案與多媒體內容由電腦複製到 SmartBox。

當 SmartBox 電源為關閉狀態 :
1. 將智慧型手機連接至 SmartBox。
2. 按下 SmartBox 電源開關進行手機充電。

當 SmartBox 電源為開啟狀態 :
1. 將智慧型手機連接至 SmartBox。
2. SmartBox 開始為手機充電。
3. SmartBox 將於 5 秒後自動關閉 WiFi 連線 ( 藍燈熄滅 )。

* 網頁存取模式不支援多重選取功能。

LED 燈號及功能描述

認識立達 - 無線存儲充電寶

產品規格

產品功能

支援檔案格式

請遵守小心以下注意事項，以避免造成傷害，火災或產品爆裂：
•	  請勿自行試圖拆卸，修改或維修產品。
•	  請勿摔落或撞擊本產品，這樣做可能會損壞產品。
•	  請不要將產品暴露在下列環境：

 - 多塵的地方。
 -  陽光曝曬下的汽車內，陽光直射或高溫的環境。
 -  潮濕或可能會出現冷凝的環境。
 -  電磁波與高磁場產生的地方。

注意

無線儲存充電寶 １個
microSD 記憶卡 １個
microSD 轉 SD 轉卡 １個
USB A 公對 A 公傳輸線 １個
使用手冊 １張

包裝內容確認

4    影片

重複播放狀態

重複播放關閉

全部重複播放

單一檔案重播

重複播放狀態

  重複播放關閉

  全部重複播放

  單一檔案重播

1   建立 WiFi 連線至 SmartBox

3   存取 SmartBox 內的檔案與多媒體內容

4   設定 SmartBox4   設定 SmartBox

快速入門參考

* 随机播放选项仅在播放多个文件时启用。

LED

SmartBox 充電中 紅燈長亮

充滿電 紅藍燈長亮 
( 紫色 )

WPD 給外部供電
(WiFi 關閉 ) 燈號熄滅

閒置 10 分鐘後自動斷電，以節省能源。

與電腦連接後，按下電源按鈕，以啟動
USB 儲存媒體的功能。

異常返修 / 品質保證

網站
www.gigastone.com.tw/smartbox

電子郵件
service@gigastone.com.tw

大陸地區
518057 深圳南山高新區南區高新一道 009 號
中國科技開發院孵化大樓 8F 811 室
Tel: +86-755-2693-5558 #807 或 #809

台灣地區
302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十一路一段 100 號 12 樓之 3
Tel: +886-3-6675098 #209 或 #225

一年全球原廠保固

安規認證

SRRC
* 應用程式下載：

請至以下網站搜尋關鍵字：Gigastone 或 SmartBox
iPhone / iPad：
蘋果 App Store
Android：
Google Play 商店，安卓市場，機鋒網，豌豆莢
騰訊手機應用，360 手機應用 ...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