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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 USB 傳輸線
(選購)

USB to RJ-45 連接器
(選購)

電池電量指示燈

3. 將 USB 傳輸線的 Type-C 接頭插入到充電座的 
Type-C USB 埠。

4. 將 USB to RJ-45 連接器的 Type-A 接頭插入到
充電座的 Type-A USB 埠。

注意：1. 充電座可以在不連接 USB 傳輸線和 
USB to RJ-45 連接器的情況下，當
作 Rogy 的行動電源單獨使用。

2. 充電座的 type-A USB 埠可支援 UVC 
功能，透過 USB 傳輸線另一邊的 
type-A 接頭接到有支援 UVC 驅動程
式的個人電腦的 USB 埠，就可以將 
Rogy 當作網路攝影機使用。 
(若不安裝充電座，直接用 Type-C 
USB 傳輸線連接 Rogy 和個人電腦，
也可達到相同的 UVC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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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架固定座螺絲

Type-C USB 連接頭

Rogy
(選購)

腳架固定座

Type-C USB 埠

2. 輕壓 Rogy 在充電座上，然後順時鐘旋轉腳架
固定座轉盤，將 Rogy 鎖緊。

1. 將 Rogy 放在充電座上。

注意：確認 Rogy 的腳架固定座有對準
到充電座的腳架固定座螺絲，同
時 Type-C USB 埠已接到充電座
的 Type-C USB 連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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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架固定座

電源 / 重置鍵

電池電量指示燈

Type-C USB 埠

Type-A USB 埠

Type-C USB 連接頭

腳架固定座螺絲

腳架固定座轉盤

LED 4
LED 3
LED 2
LED 1

ROGY R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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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對達標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的關注。
此份品質保證書僅適用於本次所購賣的 充電座 產品，本保
證書涵蓋保固期間內正常使用下零件或品質上的任何缺失，
並提供產品主機 (不包含配件和消耗品) 一年保固服務，保固
期限自購買出貨日起計算。在保固期間，產品在正常使用下
如有故障，本公司提供免費零件更換及維修服務。
但如遇下列情況，不包含在產品保固範圍內，客戶須自行負
擔修復費用。

• 凡因天災、遇不可抗拒外力、不正常操作、人為造成損壞
　(如：主機受液體侵入或受潮、外殼破裂…等)。
• 使用者自行拆修或保固封條、貼紙或銘板破損。
• 任何錯誤或不當的安裝、維護、修理、改造或篡改，非產
　品使用說明中所指示的使用方式，均無法享有產品保固。
• 產品因天災、誤用、意外、自然的使用磨損與退化、不當
　的天候條件 (如：雷擊、淹水、雨淋、高溫下曝曬等) 或缺
　乏定時的保養。
• 產品的型號與序號經變造、污損或去除。
• 產品外觀的損壞或刮傷。
• 任何其它無關於產品設計缺陷、瑕疵與原料的損壞。
• 保固不包含任何運輸費用、手續費或其它與產品保固無關
　之費用。
若有其它使用與維修申請相關問題，請直接撥打本公司的客
服專線或 e-mail，將有客服專員與您聯絡。

客服專線: (02) 2696-1069 
e-mail: info@dpsmart.com.tw
網站: https://dpsmart.com.tw/contact/

規格

品名: 充電座
電池: 鋰質充電電池
電池芯容量: 10000 mAh
額定輸入: DC 5V / 3A
額定輸出: DC 5V / 3A (最大)
充電時間: 大約 4 ~ 5 小時 *1, *2

*1 在使用認證合格之 DC 5V 3A 充電器搭配 Rogy 所附的 USB 傳輸
線，而且未放置 Rogy 的情況下。

*2 邊充邊用的情況下，電力會優先提供給 Rogy 使用，再將剩餘的電
力用來充電，充電時間會延長。

工作溫度:     0° C ~ 45° C (充電)
-20° C ~ 60° C (放電)

儲存溫度: -20° C ~ 45° C
儲存濕度: 65% ± 20% RH
外觀尺寸: ø86 (上) x ø78  (下) x 99 (高) mm
淨重: 383.7 g

充電模式: LED 會一直亮著。

放電模式: LED 亮起 5秒後會熄滅，按下重置鍵即可顯示電量；電力剩下
5%時，LED1 閃爍，代表低電力，需進行充電。

LED 4
熄滅
熄滅
熄滅
熄滅
熄滅
恆亮

LED 3
熄滅
熄滅
熄滅
熄滅
恆亮
恆亮

LED 2
熄滅
熄滅
熄滅
恆亮
恆亮
恆亮

LED 1
熄滅
閃爍
恆亮
恆亮
恆亮
恆亮

電量
電量過低

1-5%
5-25%

25-50%
50-75%

75-100%

放電

LED 4
熄滅
熄滅
熄滅
閃爍
恆亮
閃爍

LED 3
熄滅
熄滅
閃爍
恆亮
恆亮
閃爍

LED 2
熄滅
閃爍
恆亮
恆亮
恆亮
閃爍

LED 1
閃爍
恆亮
恆亮
恆亮
恆亮
閃爍

電量
0-25%

25-50%
50-75%
75-99%

充電完成
充電異常

充電

7. 逆時鐘轉動腳架固定座轉盤，鬆開腳架固定螺絲，直到 Rogy 
和充電座分離。

注意：務必小心注意已先將 Rogy 握緊後 (或將 Rogy 和充電
座同時握緊) 再將固定螺絲轉鬆，以避免 Rogy 在 
Rogy 和充電座分離時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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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 USB 傳輸線的 Type-A 接頭插到 DC 5V / 3A  變壓器的 
USB 埠。

6. 將乙太網路線接到 USB to RJ-45 連接器的 RJ-45 埠。

注意：當 Rogy 裝到充電座上，USB 埠連接後，充電座會
自動開機，並對 Rogy 進行充電 ，Rogy 的充電指示
燈會亮起。

USB 變壓器 DC 5V/3A
(選購)

Cat. RJ-45 乙太網路線
(選購)

充電指示燈

 3 3



1211

109

886-2-2696-1069

www.dpsmart.com.tw

•  切勿自行拆解本產品，內部沒有用戶可維修的零件並會使
保固失效。

•  拆開充電座或不當使用將使充電座的保固失效。
•  讓充電座遠離極端的溫度或長時間曝曬在直射的陽光下，

正常的儲存溫度是在 -20° C ~ 45° C ，工作溫度充電是在 
0° C ~ 45° C之間，放電是在 -20° C ~ 60° C之間。

•  請勿將充電座掉落或受的撞擊。
•  請勿讓充電座受潮或弄濕，也不要用濕的手操作充電座，

這些都會造成充電座異常損壞或電氣短路。
•  充電座在長時間的使用下，充電座本體可能會變熱，在這

種情況下相機可能會自動停止運作，以免在高溫下用作而
造成損壞。

•  請將電池組放在幼兒和寵物無法觸摸到的地方。
• 勿將電池組置於極低氣壓的環境中，可能會導致爆炸或電

池中的易燃液體或氣體洩漏。

為延長電池壽命，建議每次為電池充電至 30% ~ 50% 以上
的電量，至少每三個月重新充電一次，以免電池過度放電。

警告：若電池內的液體不慎入眼，切勿揉搓，應立即用清水
等乾淨的水徹底沖洗後，並馬上就醫，否則有可能導
致視力受損。

注意：• 請在室溫為 5~35°的場所對鋰離子電池充電，否則
有可能造成無法充電或充電時間過長，或可能導致
電池老化。

• 請隨時注意充電的情況， 並遠離易燃物。
• 當充電座的充電指示燈顯示已充飽，應立即停止

充電。
• 當充電時間大幅超過鋰離子電池規定的時間卻仍未

完成充電時，請停止充電。

危險：請勿嘗試更換內部的鋰離子充電電池，如果使用與原廠
不相容的電池類型，可能會有爆炸﹑過熱或其它風險。
請勿嘗試拆解或改裝內建電池組，若嘗試拆解或改裝
電池組，可能導致爆炸或電池液外洩等危險。

棄置電池時，請依據所有當地相關法令或規章。請勿將電池
組當作都市廢棄物棄置，請根據相關指示處理廢棄電池。

內建電池組含有少量的有害物質，若要避免傷害：
•  除原廠指定的專業維修人員以外，不得更換電池。
•  請將電池組遠離火源或其它熱源。
•  勿讓電池組接觸到水、雨或其它腐蝕性液體。
•  勿將電池組置於極高溫度的環境之中。
•  勿用釘子刺穿、用鎚子敲打、用腳踩踏、強烈撞擊或投扔

電池。
•  避免電池組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