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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內容 >>

 › 一次傳輸多重來源的影片、

照片和音訊

 › 可以隨身攜帶或在擴充 

基座上使用讀卡機1

 › 靈活的系統讓您的 

工作流程與時俱進

 › 令人驚豔的 USB 3.2  

傳輸速度

一次傳輸多重來源的影片、照片和音訊

靈活運用 Kingston 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 和讀卡機，將可一次 

傳輸多重來源的影片、照片和音訊。1加速後期製作流程，並建立一套 

可滿足您需求的檔案卸載工作模式。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 能夠

客製化調整，亦可依您的拍攝需求，單獨使用 USB miniHub、SD 讀卡機 

或 microSD 讀卡機。無論是運用可攜式錄音機搭配多台主機進行 4K/8K  

多鏡頭攝影，還是使用無人機和 GoPro 拍攝 B-Roll (輔助鏡頭)，您都 

可以同時將多達四個讀卡機連接到模組座上，並且快速地傳輸資料。 

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 和讀卡機皆支援 USB 3.2 傳輸速度，讓您 

能快速進行後期製作流程。可以隨時隨地使用讀卡機，大幅增加靈活性。

當您需要進行外景拍攝時，只需輕鬆地將所需的集線器或讀卡機放進 

包包中，然後使用隨附的 USB-C® 傳輸線，將它們與您的筆記型電腦 

連線即可。

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和讀卡機



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和讀卡機

產品規格

產品特色/優點

Workflow Station (擴充基座 與 USB miniHub)

傳輸介面 
擴充基座：USB 3.2 Gen 2    USB miniHub：USB 3.2 Gen 1

連接器 
擴充基座：USB-C    USB miniHub：USB-C

支援 USB 輸入
USB miniHub：USB-A、USB-C

產品內容包含
Workflow 擴充基座、USB miniHub、USB-C 至 USB-C 傳輸線、電源變壓器、 
4 種不同國家/地區的變壓器電源轉接頭和快速入門指南

尺寸 
擴充基座：160.27 x 70.27 x 55.77 mm    USB miniHub：62.87 x 16.87 x 50 mm

重量 
擴充基座：292g    USB miniHub：30g

作業溫度 
-0°C~60°C

儲存溫度 
-25°C~85°C

保固/支援 
兩年保固，免費技術支援服務

與 
Windows® 10、8.1、8、Mac OS (v.10.10.x +) 相容

Workflow SD 讀卡機 

傳輸介面
USB 3.2 Gen 1

連接器 
USB-C

支援記憶卡
支援 UHS-II SD 記憶卡 
向下相容 UHS-I SD 記憶卡

尺寸 
62.87 x 16.87 x 50 mm

重量 
31g

作業溫度 
-0°C~60°C

儲存溫度 
-25°C~85°C

保固/支援 
兩年保固，免費技術支援服務

與 
Windows® 10、8.1、8、Mac OS (v.10.10.x +) 相容

Workflow microSD 讀卡機 

傳輸介面 
USB 3.2 Gen 1

連接器 
USB-C

支援記憶卡 
支援 UHS-II microSD 記憶卡 
向下相容 UHS-I microSD 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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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卸載檔案 — 一次傳輸多重來源的影片、照片和音訊。1

靈活的工作流程系統 — 僅需使用符合您工作需求的集線器 
和讀卡機。1

便於攜帶，集多功能於一身 — 運用隨附的 USB-C 傳輸線， 
隨時隨地使用讀卡機。

令人驚豔的效能 — 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支援  
USB 3.2 傳輸速度，加快您的編輯流程。

USB Type-C® 和 USB-C® 為 USB Implementers Forum 的註冊商標。

1. 僅與 Kingston Workflow 產品相容。 Workflow Station 讀卡機模組座 包括擴充基座和 USB miniHub。 

SD/microSD 讀卡機為單獨販售。

產品型號

產品相容表

尺寸
62.87x16.87x50mm

重量
29g

作業溫度 
-0°C~60°C

儲存溫度 
-25°C~85°C

保固/支援 
兩年保固，免費技術支援服務

與 
Windows® 10、8.1、8、Mac OS (v.10.10.x +) 相容 

Workflow 
Station

Workflow SD 
讀卡機

Workflow microSD 
讀卡機

WFS-U WFS-SD WFS-SDC

作業系統 USB 2.0 USB 3.0/USB 3.1/USB 3.2

Windows® 10 √√ √√

Windows 8.1 √√ √√

Windows 8 √√ √√

Mac OS (v. 10.10.x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