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套件/移动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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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内容轻松地保存在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和其他数码设备上。
这款一体式媒体套件内含搭配 SD 适配器和 USB 读卡器的闪存卡，可为移
动用户提供 SD 和 USB 设备所需的通用存储，包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媒体播放器等。
该套件包含了一个适用于 microSDHC 或 microSDXC 卡的适配器，以
及一个 microSDHC/SDXC USB 读卡器，为用户提供了最通用的移动设
备。存储卡可以无缝转换为 Secure Digital High Capacity（SDHC）+
Secure Digital Extended Capacity（SDXC）卡或 USB 格式，能将多种
设备上的照片、音乐、视频或数据轻松传输到您的平板电脑、相机、手机或
电脑上。
十分便携、多功能
• 仅使用 microSDHC/SDXC 卡即可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增加充足额外
存储空间，用于存储音乐、游戏、铃声、照片、电影和其他应用程序。
• 通过适配器使 microSDHC/SDXC 成为完整尺寸的 SDHC/SDXC 卡，
使用数码相机拍照，然后使用支持 SDHC/SDXC 的读卡器查看照片或将
microSDHC/SDXC 配合 USB 适配器在数码相框使用或通过电视的 SD
或USB 接口查看照片。
• 将 microSDHC/SDXC 卡配合 SD 适配器一起使用，可以快速方便地把
文件保存在带有完整尺寸 SD 卡插槽的笔记本电脑上。
套件包含一个时尚的 USB microSDHC/SDXC 读卡器和 4GB、 8GB、
16GB、32GB 或 64GB microSDHC/SDXC 卡。可使用随附的钥匙扣将读
卡器挂在手机上，这样您在外出时就能随身携带了。套件中的读卡器享有
两年保固，microSDHC/SDXC 卡享有终身保固，以及金士顿®品牌享誉业
界的品质保证。
将您的全部移动生活 - 照片、歌曲、文本消息、视频剪辑和个人信息都保
存在您的 microSDHC 卡上，并通过金士顿这款通用的多功能套件/移动
套件实现各设备平台间无缝传输。为了确保兼容性，请在主机设备上找到
microSDHC/SDXC 徽标（如平板电脑、手机和相机）。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值得信赖的存储
伴侣
>多功能：一张卡，多种格式接口

请参阅背面之产品特性/规格 >>

多功能套件/移动套件
产品特色/ 优点
>>完整 — 单一存储卡解决方案适用于多种设备
>>简易便利 — 简化了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到笔记本电
脑、GPS、PC、Mac、相机等设备的文件交换
>>多功能 — 将 microSDHC/SDXC 卡与随附的适配器搭配
使用时，可用作带有写保护开关的全尺寸的 SDHC/SDXC
卡，或用于传输数据的 USB 读卡器
>>通用性 — class 4，存储容量高达 32GB
class 10，存储容量高达 64GB
>>合规性 — 卡：符合 SDA 规范
读卡器：USB 2.0
>>兼容 — 8GB†、16GB†、32GB†† 和 64GB† 多功能套件/移
动套件通过适配器兼容 microSDHC，SDXC 和 USB 主机
设备
>>质量保证 — 读卡器两年保固，闪存卡终身保固

产品规格

金士顿产品型号
MBLY4G2/8GB – 8GB microSDHC (Class 4)
MBLY4G2/16GB – 16GB microSDHC (Class 4)
MBLY4G2/32GB – 32GB microSDHC (Class 4)
MBLY10G2/16GB – 16GB microSDHC (Class 10)
MBLY10G2/32GB – 32GB microSDHC (Class 10)
MBLY10G2/64GB – 64GB microSDXC (Class 10)

>>存储容量1 8GB†、16GB†、32GB† 以及 64GB†
>>高速 Class 等级2
Class 4：最低 4MB/秒的数据传输率
Class 10 UHS-I：最低 10MB/秒的数据传输速率
>>microSD 卡尺寸  0.43" x 0.59" x 0.039"
（11mm x 15mm x 1mm）
>>SD 适配器尺寸 0.94" x 1.26" x 0.08"
（24mm x 32mm x 2.1mm）
>>USB 读卡器尺寸  0.984" x 0.478" x 0.104"
（24.99mm x 12.14mm x 2.64mm）
>>闪存卡工作温度  -13°F 到 185°F（-25°C 到 85°C）
>>闪存卡保存温度 -40°F 到 185°F（-40°C 到 85°C）
>>USB 读卡器工作温度 32°F 到 140°F（0°C 到 60°C）
>>USB 读卡器保存温度  -40°F 到 185°F（-40°C 到
85°C）
>>USB 读卡器系统要求
- 支持 USB 的系统
- Windows® 8.1
- Windows 8
- Windows 7（SP1）（不支持 ReadyBoost™）
- Windows Vista（不支持 ReadyBoost）
- Mac OS X v. 10.6.x 以上版本
- Linux v. 2.6.x 以上版本

1 闪存设备上所列容量有部分会用于格式化及其他功能，并非全部用于数据存储。因此，实际
可用数据存储容量小于产品所列容量。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金士顿闪存指南 kingston.
com/flashguide。
2 速度可能会因主机和设备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SDHC 闪存卡并非兼容所有标准 SD 设备；请参阅用户指南以确保设备的兼容性。金士顿
microSDHC 闪存卡兼容 SD 规范 2.00 版本。请参阅设备用户指南以确保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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