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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规格
电压：7.6伏
容量：3000毫安时 
瓦时：22.8瓦时 
外形尺寸：4.7英寸x 2.6英寸x0.56英寸（123毫米x 68毫米 x 14毫米）
重量：0.3磅（135克）
类型：锂聚合物
工作温度范围：0°C至40°C  

适用于GNARBOX 2.0 SSD的GNARBOX 2.0电池 
3000毫安时7.6伏可拆卸锂聚合物电池

‧ 每节电池可供GNARBOX 2.0 SSD连续使用3-6小时。

‧ 使用GNARBOX 2.0 SSD或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配合GNARBOX

2.0 SSD随附的USB-C至USB-C电缆和电源适配器，可以在1小时内将电池
充电至80％，在2小时内充电至100％。GNARBOX 2.0电池可兼容
GNARBOX 2.0 SSD和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     

‧ GNARBOX 2.0电池与GNARBOX 1.0不兼容。

‧ 出厂时此电池未充满电，应在使用前充电。

‧ 在丢弃电池组/电池之前，请用胶带或其他绝缘体盖住端子。 接触其他
属材料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

‧ 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pport@gnarbox.com或
gnarbox.com与我们实时聊天！

安全警告
·  警告：不遵守本安全说明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人身伤害、GNARBOX
或其他财产损失。

· 务必在+5°C/41°F至+40°C/104°F温度下为电池充电。如果超出此
度范围为电池充电，电池可能会泄漏、过热或损坏，而导致灼伤或其他人
身伤害。

· 如果电池变热、冒烟或燃烧气味，请勿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人身
害。 

· 切勿使用GNARBOX 2.0 SSD或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以外的充电
为电池充电。 这可能导致电池泄漏、过热或损坏，造成火灾、烧伤或其
他伤害。

· 切勿拆卸或擅自改动电池。凡维修或内部检查，请咨询GNARBOX。

· 请勿将电池放在多尘或潮湿的地方。 这可能导致电击、电池过热或火
危险。

· 切勿使电池上的端子短路。 这可能导致电池泄漏、过热、损坏并导致
伤或其他伤害。

· 请勿尝试自行更换GNARBOX电池 - 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池，从而导致过
或受伤。

· GNARBOX中的锂聚合物电池只能由MyGnar, Inc.更换，必须与生活垃圾
开回收或处理。不要焚烧电池。

· 有关电池维护和回收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pport@gnarbox.com或
电（844）462-7269与客户支持联系。

· 有关锂聚合物电池MSDS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www.gnarbox.com/battery

安全须知
· 请勿在阳光直射，高温或靠近热源的地方使用或存放电池。 这可能导致
池泄漏、过热、损坏并导致灼伤或其他伤害。

· 如果电池漏液，请注意不要让电池液进入皮肤或衣服。 如果电池液与皮
接触，可能会导致灼伤。 如果电池液沾到皮肤上，请立即用清水彻底冲洗干
净。

· 请勿在寒冷的环境中存储。 产品本身会变冷并在触摸时造成伤害。 

法律声明
警告：请注意，GNARBOX 2.0电池损坏可能导致电击。 如果GNARBOX 2.0
电池以任何方式损坏，请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的组件，并联系我们的客户服
务部门以获得维修。

电池：GNARBOX中的电池只能由MYGNAR, Inc.或其授权服务提供商替换。 
电池必须与生活垃圾分开处理。 要了解有关电池维护和回收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gnarbox.com/battery。

澳大利亚客户：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我们的商品带有不能排除的保证。 
出现重大故障的，您有权要求更换或退款，以及对任何其他合理可预见的损失
或损坏进行赔偿。 如果货物质量不合格并且故障不构成重大故障，您也有权
要求修理或更换货物。

监管：可以在GNARBOX软件应用程序菜单中找到特定于GNARBOX的监管信
息、认证和合规标记。 转到菜单>法律>监管。

重要提示： 在系统组件之间使用兼容外围设备和屏蔽电缆的条件下，本产品
已证明符合EMC要求。 在系统组件之间使用兼容的外围设备和屏蔽电缆非
常重要，以减少对无线电、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造成干扰的可能性。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ICES 003合规标签：CAN ICES-3（B）/NMB（3）

欧盟合规声明：MyGnar, Inc.特此声明此无线设备符合R&TTE指令的基本要求和
其他相关规定。

可在www.gnarbox.com/eucompliance获得一份欧盟符合性声明。

欧盟 – 处理信息

上述符号表示：根据当地法律法规，您的产品和/或电池应与生活垃圾分开处
理。当本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请将其带到当地政府指定的收集点。在处置时
单独收集和回收您的产品和/或电池将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并确保以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方式进行回收。© 2018 MyGnar, Inc.版权所有。GNARBOX是
MyGnar, Inc.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SPECIFICATIES BATTERIJ
Spanning: 7,6 V
Capaciteit: 3000 mAh 
Wattuur: 22.8 Wh  
Afmetingen: 123 mm x 68 mm x 14 mm
Gewicht: 135 g
Type: lithium-polymeer
2 uur opladen per batterij
Bedrijfstemperatuur: 0°C tot 40°C

GNARBOX 2.0-BATTERIJ VOOR GNARBOX 2.0 SSD
Uitneembare lithium-polymeerbatterij van 3000 mh/7,6 V

•   Elke batterij levert een constant gebruik van uw GNARBOX 2.0 SSID
gedurende 3-6 uur.



电池规格
电压：7.6伏
容量：3000毫安时 
瓦时：22.8瓦时 
外形尺寸：4.7英寸x 2.6英寸x0.56英寸（123毫米x 68毫米 x 14毫米）
重量：0.3磅（135克）
类型：锂聚合物
工作温度范围：0°C至40°C  

适用于GNARBOX 2.0 SSD的GNARBOX 2.0电池 
3000毫安时7.6伏可拆卸锂聚合物电池

‧ 每节电池可供GNARBOX 2.0 SSD连续使用3-6小时。

‧ 使用GNARBOX 2.0 SSD或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配合GNARBOX

2.0 SSD随附的USB-C至USB-C电缆和电源适配器，可以在1小时内将电池
充电至80％，在2小时内充电至100％。GNARBOX 2.0电池可兼容
GNARBOX 2.0 SSD和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     

‧ GNARBOX 2.0电池与GNARBOX 1.0不兼容。

‧ 出厂时此电池未充满电，应在使用前充电。

‧ 在丢弃电池组/电池之前，请用胶带或其他绝缘体盖住端子。 接触其他
属材料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

‧ 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pport@gnarbox.com或
gnarbox.com与我们实时聊天！

安全警告
·  警告：不遵守本安全说明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人身伤害、GNARBOX
或其他财产损失。

· 务必在+5°C/41°F至+40°C/104°F温度下为电池充电。如果超出此
度范围为电池充电，电池可能会泄漏、过热或损坏，而导致灼伤或其他人
身伤害。

· 如果电池变热、冒烟或燃烧气味，请勿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人身
害。 

· 切勿使用GNARBOX 2.0 SSD或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以外的充电
为电池充电。 这可能导致电池泄漏、过热或损坏，造成火灾、烧伤或其
他伤害。

· 切勿拆卸或擅自改动电池。凡维修或内部检查，请咨询GNARBOX。

· 请勿将电池放在多尘或潮湿的地方。 这可能导致电击、电池过热或火
危险。

· 切勿使电池上的端子短路。 这可能导致电池泄漏、过热、损坏并导致
伤或其他伤害。

· 请勿尝试自行更换GNARBOX电池 - 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池，从而导致过
或受伤。

· GNARBOX中的锂聚合物电池只能由MyGnar, Inc.更换，必须与生活垃圾
开回收或处理。不要焚烧电池。

· 有关电池维护和回收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pport@gnarbox.com或
电（844）462-7269与客户支持联系。

· 有关锂聚合物电池MSDS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www.gnarbox.com/battery

安全须知
· 请勿在阳光直射，高温或靠近热源的地方使用或存放电池。 这可能导致
池泄漏、过热、损坏并导致灼伤或其他伤害。

· 如果电池漏液，请注意不要让电池液进入皮肤或衣服。 如果电池液与皮
接触，可能会导致灼伤。 如果电池液沾到皮肤上，请立即用清水彻底冲洗干
净。

· 请勿在寒冷的环境中存储。 产品本身会变冷并在触摸时造成伤害。 

法律声明
警告：请注意，GNARBOX 2.0电池损坏可能导致电击。 如果GNARBOX 2.0
电池以任何方式损坏，请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的组件，并联系我们的客户服
务部门以获得维修。

电池：GNARBOX中的电池只能由MYGNAR, Inc.或其授权服务提供商替换。 
电池必须与生活垃圾分开处理。 要了解有关电池维护和回收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gnarbox.com/battery。

澳大利亚客户：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我们的商品带有不能排除的保证。 
出现重大故障的，您有权要求更换或退款，以及对任何其他合理可预见的损失
或损坏进行赔偿。 如果货物质量不合格并且故障不构成重大故障，您也有权
要求修理或更换货物。

监管：可以在GNARBOX软件应用程序菜单中找到特定于GNARBOX的监管信
息、认证和合规标记。 转到菜单>法律>监管。

重要提示： 在系统组件之间使用兼容外围设备和屏蔽电缆的条件下，本产品
已证明符合EMC要求。 在系统组件之间使用兼容的外围设备和屏蔽电缆非
常重要，以减少对无线电、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造成干扰的可能性。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ICES 003合规标签：CAN ICES-3（B）/NMB（3）

欧盟合规声明：MyGnar, Inc.特此声明此无线设备符合R&TTE指令的基本要求和
其他相关规定。

可在www.gnarbox.com/eucompliance获得一份欧盟符合性声明。

欧盟 – 处理信息

上述符号表示：根据当地法律法规，您的产品和/或电池应与生活垃圾分开处
理。当本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请将其带到当地政府指定的收集点。在处置时
单独收集和回收您的产品和/或电池将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并确保以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方式进行回收。© 2018 MyGnar, Inc.版权所有。GNARBOX是
MyGnar, Inc.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SPECIFICATIES BATTERIJ
Spanning: 7,6 V
Capaciteit: 3000 mAh 
Wattuur: 22.8 Wh  
Afmetingen: 123 mm x 68 mm x 14 mm
Gewicht: 135 g
Type: lithium-polymeer
2 uur opladen per batterij
Bedrijfstemperatuur: 0°C tot 40°C

GNARBOX 2.0-BATTERIJ VOOR GNARBOX 2.0 SSD
Uitneembare lithium-polymeerbatterij van 3000 mh/7,6 V

•   Elke batterij levert een constant gebruik van uw GNARBOX 2.0 SSID
gedurende 3-6 uur.



电池规格
电压：7.6伏
容量：3000毫安时 
瓦时：22.8瓦时 
外形尺寸：4.7英寸x 2.6英寸x0.56英寸（123毫米x 68毫米 x 14毫米）
重量：0.3磅（135克）
类型：锂聚合物
工作温度范围：0°C至40°C  

适用于GNARBOX 2.0 SSD的GNARBOX 2.0电池 
3000毫安时7.6伏可拆卸锂聚合物电池

‧ 每节电池可供GNARBOX 2.0 SSD连续使用3-6小时。

‧ 使用GNARBOX 2.0 SSD或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配合GNARBOX

2.0 SSD随附的USB-C至USB-C电缆和电源适配器，可以在1小时内将电池
充电至80％，在2小时内充电至100％。GNARBOX 2.0电池可兼容
GNARBOX 2.0 SSD和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     

‧ GNARBOX 2.0电池与GNARBOX 1.0不兼容。

‧ 出厂时此电池未充满电，应在使用前充电。

‧ 在丢弃电池组/电池之前，请用胶带或其他绝缘体盖住端子。 接触其他
属材料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

‧ 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pport@gnarbox.com或
gnarbox.com与我们实时聊天！

安全警告
·  警告：不遵守本安全说明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人身伤害、GNARBOX
或其他财产损失。

· 务必在+5°C/41°F至+40°C/104°F温度下为电池充电。如果超出此
度范围为电池充电，电池可能会泄漏、过热或损坏，而导致灼伤或其他人
身伤害。

· 如果电池变热、冒烟或燃烧气味，请勿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人身
害。 

· 切勿使用GNARBOX 2.0 SSD或GNARBOX 2.0双电池充电器以外的充电
为电池充电。 这可能导致电池泄漏、过热或损坏，造成火灾、烧伤或其
他伤害。

· 切勿拆卸或擅自改动电池。凡维修或内部检查，请咨询GNARBOX。

· 请勿将电池放在多尘或潮湿的地方。 这可能导致电击、电池过热或火
危险。

· 切勿使电池上的端子短路。 这可能导致电池泄漏、过热、损坏并导致
伤或其他伤害。

· 请勿尝试自行更换GNARBOX电池 - 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池，从而导致过
或受伤。

· GNARBOX中的锂聚合物电池只能由MyGnar, Inc.更换，必须与生活垃圾
开回收或处理。不要焚烧电池。

· 有关电池维护和回收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pport@gnarbox.com或
电（844）462-7269与客户支持联系。

· 有关锂聚合物电池MSDS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www.gnarbox.com/battery

安全须知
· 请勿在阳光直射，高温或靠近热源的地方使用或存放电池。 这可能导致
池泄漏、过热、损坏并导致灼伤或其他伤害。

· 如果电池漏液，请注意不要让电池液进入皮肤或衣服。 如果电池液与皮
接触，可能会导致灼伤。 如果电池液沾到皮肤上，请立即用清水彻底冲洗干
净。

· 请勿在寒冷的环境中存储。 产品本身会变冷并在触摸时造成伤害。 

法律声明
警告：请注意，GNARBOX 2.0电池损坏可能导致电击。 如果GNARBOX 2.0
电池以任何方式损坏，请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的组件，并联系我们的客户服
务部门以获得维修。

电池：GNARBOX中的电池只能由MYGNAR, Inc.或其授权服务提供商替换。 
电池必须与生活垃圾分开处理。 要了解有关电池维护和回收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gnarbox.com/battery。

澳大利亚客户：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我们的商品带有不能排除的保证。 
出现重大故障的，您有权要求更换或退款，以及对任何其他合理可预见的损失
或损坏进行赔偿。 如果货物质量不合格并且故障不构成重大故障，您也有权
要求修理或更换货物。

监管：可以在GNARBOX软件应用程序菜单中找到特定于GNARBOX的监管信
息、认证和合规标记。 转到菜单>法律>监管。

重要提示： 在系统组件之间使用兼容外围设备和屏蔽电缆的条件下，本产品
已证明符合EMC要求。 在系统组件之间使用兼容的外围设备和屏蔽电缆非
常重要，以减少对无线电、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造成干扰的可能性。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ICES 003合规标签：CAN ICES-3（B）/NMB（3）

欧盟合规声明：MyGnar, Inc.特此声明此无线设备符合R&TTE指令的基本要求和
其他相关规定。

可在www.gnarbox.com/eucompliance获得一份欧盟符合性声明。

欧盟 – 处理信息

上述符号表示：根据当地法律法规，您的产品和/或电池应与生活垃圾分开处
理。当本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请将其带到当地政府指定的收集点。在处置时
单独收集和回收您的产品和/或电池将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并确保以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方式进行回收。© 2018 MyGnar, Inc.版权所有。GNARBOX是
MyGnar, Inc.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SPECIFICATIES BATTERIJ
Spanning: 7,6 V
Capaciteit: 3000 mAh 
Wattuur: 22.8 Wh  
Afmetingen: 123 mm x 68 mm x 14 mm
Gewicht: 135 g
Type: lithium-polymeer
2 uur opladen per batterij
Bedrijfstemperatuur: 0°C tot 40°C

GNARBOX 2.0-BATTERIJ VOOR GNARBOX 2.0 SSD
Uitneembare lithium-polymeerbatterij van 3000 mh/7,6 V

•   Elke batterij levert een constant gebruik van uw GNARBOX 2.0 SSID
gedurende 3-6 u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