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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Y 苹果手机电脑 U盘 

(iPhone/ iPad 专用) 

 

DUO-LINK App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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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iOS 装置的 PNY苹果手机电脑 U 盘 

 

1. 简介 

内建 Lightning接头的 PNY 苹果手机电脑 U 盘，可使用于苹果 iOS 装置

(iPhone, iPad, iPod touch)，以及配备 USB A 型端口的 Mac 和 PC。 

DUO-LINK App 功能 

● 可在 Mac/PC 与 iOS装置(iPhone, iPad, iPod touch)之间交换文件 

● 可直接浏览 DUO-LINK 与 iOS 装置内的档案照片音乐或影音数据 

● 备份与恢复 iOS 联络人数据 

● DUO-LINK 如同在 Mac 及 PC 上使用传统 USB U 盘 

注意: DUO-LINK App 无法安装在 Mac 或 PC 个人计算机上 

2. 系统要求 

● iOS 装置: iPhone5 以后机种, iPad mini, 以及配备 Retina 显示器的

iPad mini, iPad (第四代), iPad Air, iPod touch (第五代)与其之后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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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7.1 版本以上 

● PC: Windows XP, Windows 7 或 windows 8 

● Mac OS 10.x 版本以上 

3. 产品结构说明 

 

号码 名称 说明 

1 苹果 Lightning 接头  与iOS装置连接  

2 标准 USB A型 接头 与Mac或PC连接  

3 切换推钮  选择苹果Lightning与USB接头  

4 LED指示灯 操作状态指示灯  

 

4. DUO-LINK App安装说明  

(以下使用 iOS 8 系统的 iPhone 6 Plus做为示范画面) 

注意: 安装此 App 会需要苹果账号与网络联机。倘若你尚未有苹果账号，请

先由下列网站连接申请苹果账号。https://appleid.apple.com/account 

https://appleid.apple.com/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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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DUO-LINK App 有两种方式，说明如下： 

方法一: 自动安装 

连接 DUO-LINK 至 iOS 装置，”App 尚未安装” 窗口将跳出。 

 

选择”App store”选项，将会自动导入 App store并下载 DUO-LINK App。 

*注意: 确认选择是” App store”，如果你选择”忽略”，则”App 尚未安  

装”窗口将不会再次显示。如果自动安装窗口并未跳出，请至 App store 搜 

寻”DUO-LINK”。 

 

方法二: 搜寻 App 

直接进入 App store，找到 DUO-LINK App，点击”取得”按钮，并且点击” 

安装”按钮进行安装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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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苹果账号与密码以下载App。待安装完毕后，在首页点选DUO-LINK App  

开启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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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O-LINK App使用说明 

DUO-LINK App 安装后，将 PNY 苹果手机电脑 U 盘连接至手机时，App 将

自动连接 iOS 装置，并有对话窗要求允许苹果手机电脑 U 盘与 DUO-LINK 

App 进行连结。请选择”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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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UO-LINK App界面说明 

 

 

号码 名称 说明 

1 应用软件文件夹 浏览存储于苹果手机U盘App内的档案。此模式可快速简
易进入档案，毋须连接OTG手机U盘。 

2 U盘文件夹 浏览手机U盘内储存的档案 

3 通讯录 备份与重置联系人信息  

4 媒体数据库 浏览照片、视频、音乐档案 

5 设定 设定与支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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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复制/移动档案 

开启任一文件夹(例如 : 下图显示的照片文件夹) 并选择”编辑” 

  

选择档案，并在底层的工作栏内选择”复制”或”移动”按钮与目标文档

夹 (例如：应用软件活页夹、U 盘活页夹 )。到目标文档夹后，选择”复

制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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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删除手机 U 盘内的档案  

如果要删除手机电脑 U 盘内的数据，选择下图右上角的设定钮，并选择”

格式化”。并在跳出”警告”的对话窗后，选择”确认”。 

   

*警告：进行删除作业时，请勿将装置拔出。否则，可能会造成无法辨识

装置的问题，并且需要使用电脑再次格式化手机电脑 U 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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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音乐播放 

点击”音乐”文件夹，并点击音乐档案进行播放。 

   

5.5 视频播放 

点击”视频”文件夹，并点击影片档案进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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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媒体数据库 

本选项可进入 iOS 装置媒体数据库内，并可选择照片或视频，复制到  

手机电脑 U 盘装置。选择”媒体数据库”，选择欲复制的档案，点选” 

完成”，并选择”U 盘文件夹”。 

   

5.7 通讯录储存与备份 

你可以使用手机电脑 U 盘装置与 DUO-LINK App 来备份与恢复 iOS   

的联系人资料。首先，你需要确认 DUO-LINK App 已连上通讯录。 

依序进入 设定隐私权连络信息 将 DUO-LINK 按钮往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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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通讯录”按钮并选择”备份”以进行数据备份。待”DUO-LINK

将使用您的联系人数据”窗口跳出后，请点选”确认” 

     

联系人资料将会备份于 DUO-LINK App ”备份通讯录”的文件夹。若需恢复联

系人数据，则在”备份通讯录”的画面，点选”恢复”，并点击”OK”以确认

此作业将进行，点选联系人档案，并选择”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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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联络我们 

E-Mail 技术支持: TWSER@pny.com (Asia/Taiwan) 

电话技术支持: 0800012358 (Taiwan)  /  官方网站: www.pny.com.tw 

 

*Support 支援: 欢迎使用网络咨询/ *Bug 回报: 回报 bug 或相关问题 

http://www.pn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