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池規格
電壓： 7.6V
容量： 3000mAh  
瓦特-小時： 22.8Wh  
外形尺寸： 4.7” x 2.6” x .56” (123mm x 68mm x 14mm)
重量：.3磅 (135克)
類型：鋰聚合物
操作溫度範圍： 0°C 至 40°C

適用於 GNARBOX 2.0 SSD 的 GNARBOX 2.0 電池 
3000mAh 7.6V 可拆卸鋰離子電池

· 每個電池可供您的 GNARBOX 2.0 SSD 連續使用 3-6 小時。
· 使用 GNARBOX 2.0 SSD 隨附的 USB-C 至 C 電纜和電源適配器時，用 

GNARBOX 2.0 SSD 或 GNARBOX 2.0 雙電池充電器可以在 1 小時內將電池充

電至 80％，或在 2 小時內充電至 100％。GNARBOX 2.0 電池可與 
GNARBOX 2.0 SSD 和 GNARBOX 2.0 雙電池充電器一起使用。    

· GNARBOX 2.0 電池與 GNARBOX 1.0 是不兼容。
· 由於本電池出廠時未充滿電，所以應在使用前充電。
· 在丟棄電池組/電池之前，請用膠帶或其他絕緣體蓋住端子。 接觸其他金
屬材料可能導致火災或爆炸。

· 如有任何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support@gnarbox.com 或在 
gnarbox.com 與我們實時聊天！

安全警告
· 警告：倘若不遵守這些安全說明，可能會導致火災、觸電、傷害或損壞您
的 GNARBOX 或其他財物。

· 請務必在攝氏+5 度/華氏41度和攝氏+40 度/華氏104 度的溫度範圍內給電
池充電。如果電池在這些溫度範圍之外充電，可能會造成電池洩漏、過熱
或損壞，從而導致灼傷或其他傷害。

· 如果電池變熱、冒煙或散發燃燒氣味，請勿使用，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傷害。 

· 切勿使用 GNARBOX 2.0 SSD 或 GNARBOX 2.0 雙電池充電器以外的充電器
為電池充電。 這樣可能導致電池洩漏、過熱或損壞，並導致火災、燒傷
或其他傷害。

· 切勿拆卸或嘗試改動電池。請參閱 GNARBOX 的所有維修或內部檢查指南。

· 請勿將電池放在充滿塵埃或潮濕的地方。 這樣可能導致觸電、過熱或火
災危險。

· 切勿短接電池端子。 這樣可能導致電池洩漏、過熱或損壞並造成灼傷或
其他傷害

· 請勿嘗試自行更換 GNARBOX 電池 — 您可能會損壞電池，因而導致過熱
或受傷。

· GNARBOX 中的鋰聚合物電池只能由 MyGnar, Inc. 更換，並且必須與家居
垃圾分開回收或處理。請不要焚燒電池。

· 有關電池服務和回收的資訊，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support@gnarbox.com 或
致電（844）462-7269 與客戶支援部門聯繫。

· 在我們的網站 www.gnarbox.com/battery 上可以找到鋰聚合物電池的 MSDS

安全注意事項
· 請勿在陽光直射、高溫或靠近熱源的地方使用或存放電池。 這樣可能導致
電池洩漏、過熱或損壞並造成灼傷或其他傷害。

· 如果電池漏液，請注意不要讓電池液沾到皮膚或衣服上。 如果電池液與皮
膚接觸，可能會導致灼傷。 如果電池液沾到皮膚上，請立即用清水沖洗乾
淨。

· 請勿儲存在寒冷的環境。 產品本身會變冷，並在觸摸時造成傷害。

法律資訊
警告：  請注意，GNARBOX 2.0 電池損壞時可能導致觸電。 如果 GNARBOX 
2.0 電池出現任何形式的損壞，請立即停止使用受影響的組件，並與我們的
客戶服務部門聯繫以獲得修復。

電池： GNARBOX 中的電池只能由 MYGNAR, Inc. 或其授權服務供應商進行更
換。 電池必須與家居垃圾分開處理。 如需瞭解有關電池服務和回收的更多
資訊，請瀏覽 www.gnarbox.com/battery。
對於澳大利亞客戶：  根據澳大利亞消費者法，我們的商品提供不可排除的保
證。 如果產品出現嚴重故障，您有權要求更換或退款；對於任何其他合理可
預見的損失或損害，您有權要求賠償。 如果產品質量不合格，並且即使產品
故障未構成嚴重故障，您也有權要求對產品進行維修或更換。
監管： 在 GNARBOX 軟體應用程式菜單中可以找到關於 GNARBOX 的特定監管
資訊、認證和合規標記。 轉到菜單 > 法律 > 監管。

重要：  包括在系統組件之間使用兼容的外圍設備和屏蔽電纜的條件下，本
產品已證明符合 EMC 要求。 在系統組件之間使用兼容的外圍設備和屏蔽電
纜至關重要，以減少對無線電、電視和其他電子設備造成干擾的可能性。

加拿大創新科學與經濟發展 ICES 003 合規標簽：CAN ICES-3(B)/NMB(3)

歐盟合規聲明： MyGnar, Inc. 特此聲明，此無線設備符合 R＆TTE 指令的基本要
求和其他相關規定。

在 www.gnarbox.com/eucompliance 可查閱歐盟符合性聲明的副本。

歐盟 — 處置資訊

上述符號表示，根據當地法律法規，您的產品和/或電池應與家居垃圾分開
處理。當本產品達到其使用壽命時，請將其帶到當地政府指定的收集點。在
處置時，單獨收集和回收您的產品和/或電池將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並確
保以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方式進行回收。© 2018 MyGnar, Inc.版權所有。
GNARBOX 是 MyGnar, Inc. 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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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符號表示，根據當地法律法規，您的產品和/或電池應與家居垃圾分開
處理。當本產品達到其使用壽命時，請將其帶到當地政府指定的收集點。在
處置時，單獨收集和回收您的產品和/或電池將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並確
保以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方式進行回收。© 2018 MyGnar, Inc.版權所有。
GNARBOX 是 MyGnar, Inc. 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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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當本產品達到其使用壽命時，請將其帶到當地政府指定的收集點。在
處置時，單獨收集和回收您的產品和/或電池將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並確
保以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方式進行回收。© 2018 MyGnar, Inc.版權所有。
GNARBOX 是 MyGnar, Inc. 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