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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购买 MiLi iData Pro!

以下谨列出 iData Pro 诸多出色之处中的少数几项：
•  iData Pro 提供 16GB、32GB、64GB、128GB、256GB 的额外
存储。因此尽情地去备份您设备现有照片、拍摄的视频或从您的电
脑直接将电影、音乐或文件载入您的 iData Pro 吧!如何使用，尽在
您的选择。 
•  免费 iData Pro App 可根据文件类型自动分为：照片文件、音乐
文件、视频文件、文档文件，查看管理更方便。
•  iData Pro内置有视频和音频播放器及照片查看器，您可轻松
享受 iData Pro额外存储空间中的所有媒体文件。
•  3、使用iData Pro App能通过您想到的几乎所有方式分享手机所
存储的文件：QQ、微信、Facebook、Twitter、文本信息、电子
邮件以及更多其他方式。

兼容 
•  iPad touch/ iPhone 5/ 5c/ 5s/ 6/ 6 Plus/6s/ 6s Plus
•  iPad 4/ iPad Air/ iPad Air 2
•  iPad Mini/ iPad Mini 2/ iPad Mini 3
•  iOS 8.0及以上系统
•  USB 支持 Windows/ Mac OS
• 拥有OTG功能，Android 4.3以上版本的Android手机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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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iData Pro App

iData Pro

本产品需要下载免费的iData Pro应用程序才能让您存取、管理、
整理所有储存的资料文件。
可通过扫一扫如下的二维码下载，或在App Store搜索“iData Pro”
直接下载。

扫描下载iData Pro App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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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存储说明

内部存储：

将iData Pro插入iPhone，点击进入iData Pro APP，分“内部存储”
和“外部存储”两个功能区。

内部存储是从手机存储盘中划出的一个独立存储空间，占用iPhone
本身的内存，简而言之内部存储就是在手机内新建了一个空的文件
夹，所以当我们打开内部存储时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内部存储文件
夹被分为照片、音乐、影片、文档和所有文件5个部分，由于内部存
储占用的是手机本身内存，所以在没有插入iData Pro时仍然可以正
常进入使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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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存储是指iData Pro本身的内存，只有插入iData Pro才可以使
用。可以把手机内的照片和视频导入到iData Pro；也可以存储从电
脑上下载的电影、文档、图片等文件。

外部存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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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入照片与视频
点击“导入”按钮，App会跳转至iPhone相册界面，然后选择您需
要导入的照片或视频，选择后点击右下角“导入”，接着选择你导
入照片的存储位置，然后点击右上角“导入到此”即可开始导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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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加密功能
点击“设置”，选择“安全”栏目，可对iData Pro进行加密操作。
操作步骤如下：
1.绑定邮箱，获取验证码。
输入您要绑定的邮箱地址，稍后该邮箱会收到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
输入此验证码点击验证，验证成功后会自动进入设置密码界面。
2.设置密码
输入6位数密码，再次输入验证您的密码，密码设置成功后，安全界
面会显示“安全邮箱已绑定”“密码已启用”
注意：“PC/Android端上锁”默认设置为“开启”状态，此时连接
PC端和Android手机，将无法查看iData Pro内存储的文件，如需查
看请先关闭此开关。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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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功能开启后，再次打开iData Pro App时需输入密码才可访问
，若您的iPhone支持iTouch ID且已开启iTouch ID功能，那么您也
可通过iTouch ID解锁。

点击“安全邮箱”栏目，可修改已绑定的安全邮箱。
点击“密码”栏目，可进行修改密码、找回密码、关闭密码操作。
注意：密码关闭之后，再次开启密码功能时，需重新“绑定邮箱”
和“设置密码”。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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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享文件
打开或选择需要分享的文件/图片，点击“分享”按钮，在弹出的窗
口中找到“Open in”按钮，点击“Open in”窗口会弹出iPhone
上已安装的第三方App，然后选择需要分享至的App，即可把文件/
图片分享出去。下图以分享图片为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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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存第三方App文件
以保存邮件附件为例：
下载并打开附件，点击分享按钮，在弹出窗口选择“在其他应用中
打开”按钮，窗口中会弹出iPhone中支持此功能的App，选择“在
iData Pro中打开”，点击之后弹出提醒窗口“第三方应用的文件已
保存至:“内部存储/所有文件目录”下，进入此目录即可查看和编
辑此文件。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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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压缩与解压文件
文件压缩：        
选择需要打包压缩的文件，点击压缩图标，弹出对话框为新压缩包
命名，命名确认之后文件开始打包压缩，此过程时间的长短与压缩
文件的大小成正比，压缩完成后弹出提醒框显示“压缩文件已保存
至Zip”文件夹， 在”所有文件”目录下打开“Zip”文件夹即可查
看此压缩包。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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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文件：
点击需要解压的文件，在弹出提示框点击确认解压，此时文件开始
解压，此过程时间的长短与解压文件的大小成正比，解压完成后，
此压缩包的所有的文件会显示在此压缩包所在的文件夹目录下。
注意：目前仅支持Zip格式的压缩包，不支持RAR格式压缩包。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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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于安卓手机

扫描下载iData Pro App

在安卓手机上使用iData Pro有如下两种方法：
1.下载iData Pro安卓版App使用
2.直接在OTG状态下使用
注意：OTG功能的使用，因不同品牌安卓手机
而有差别，下图仅以华为品牌手机为例，详细
请查看您的手机《使用说明书》关于OTG功能
的使用说明。

OTG状态使用

HI-D92

HI-D92-2

下载App使用 OTG状态使用 下载App使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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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功能介绍

文件排序

收藏文件

移动文件

复制文件

查看照片

查看文档

查看音乐

查看视频

导入iPhone照片/视频

备份/恢复通讯录调用iPhone相机

查看所有文件

查看内存使用状态

分享文件

压缩文件

删除文件

新建文件夹/文档

 返回目录 



16

照片文件夹的管理与使用
点击“照片文件夹”图标，可查看Data Pro内的所有照片文件，进
入照片界面,点击右上角“选择”选择需要编辑的照片可对其进行精
选、移动、复制、分享、压缩、删除操作。点击精选栏目，可以查
看已精选的照片，点击左下角“文件排序”图标，可修改照片的查
看方式；可查看全部，或按年、月、日分组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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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影文件夹的管理与使用
打开“音乐”栏目，可以查看iData Pro内的所有音乐文件；进入音
乐界面,点击右上角“选择”按钮，可选中需要编辑的音乐并对其进
行精选、移动、复制、分享、压缩、删除操作；点击精选栏目，可
以查看已精选的音乐；点击左下角“文件排序”图标，可修改音乐
的排序方式。可按文件类型、文件大小、文件名称、创建日期四种
方式排序；在音乐文件上通过‘向左滑动’操作可对其进行删除、
重命名操作；播放音乐时，可调整“播放顺序”、查看“播放列表
”。视频文件的操作方式与音乐文件相同。

播放音乐 查看视频文件

修改播放顺序

查看播放列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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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文件夹的管理与使用
点击“文档文件夹”图标，可以查看iData Pro内的所有文档文件，
其兼容的文档格式有：Word 、Excel、PPT、PDF、TXT、Pages、
Number、Key，可以通过点击顶部不同文档格式按钮查看各类格式
文档；点击右上角“选择”按钮，选中需要编辑的文档并可对其进
行精选、移动、复制、分享、压缩、删除操作。点击精选栏目，可
以查看已精选的文档，点击左下角“文件排序”图标，可修改文档
的排序方式，可按文件类型、文件大小、文件名称、创建日期四种
方式排序；在文档文件上“向左滑动”操作可对其进行删除、重命
名操作。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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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文件文件夹的管理与使用
点击“所有文件文件夹”图标，可以查看iData Pro内的所有文件，
点击右上角“选择”按钮，选中需要编辑的文档并可对其进行移动
、复制、分享、压缩、删除操作；点击左下角“文件排序”图标，
可修改查看文件的排序方式，可按文件类型、文件大小、文件名称
、创建日期四种方式排序；在文件/文件夹上左滑操作可对其进行删
除、重命名操作；单击“新建”按钮可新建文件夹/文档。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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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功能的使用
点击“相机功能”按钮，即可进行拍摄拍照和视频，拍摄的照片和
视频会存入外部存储的“所有文件/Camera”文件夹，不占用
iPhone的内存。

查看外部储存的内存情况
点击外部存储界面的底部内存状态栏可以查看外部储存的内存使用明
细，具体显示图片、音乐、视频、文档各类文件分别占用的内存。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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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功能的使用
点击“通讯录功能”按钮，进入通讯录界面，点击“备份至iData 
Pro”按钮之后会弹出提醒框“是否备份通讯录？”点击确认即可开
始备份；点击已备份的通讯录文件左边“恢复”按钮之后会弹出提
醒框“是否恢复此备份到通讯录”点击确认即可将此通讯录备份至
iPhone；点击“选择”可进行删除操作；在已文件上左滑也可以进
行删除操作。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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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清理缓存

如何固件升级

iData Pro在使用过程中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些缓存文件，为了不影响
正常使用，请定期清理缓存；进入设置界面，点击“清理缓存”栏
目即可完成此操作。
注意：清理缓存之后，照片缩略图将会重新加载。

为了更好的兼容iOS系统，固件可能会随iOS系统更新而做升级；在
设置界面点击“关于”栏目即可进入关于界面，在此处可以看到“
固件版本”栏目，当有更新固件版本时会有红色文字标注，点击即
可升级固件版本。
注意：升级固件时请确保iData Pro与iPhone保持连接状态，直至
升级完成。

完成

确认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