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使用说明书         iDiskk Player 



本说明书适用的配件产品：

U018 U022 U006

备注：

1.这里的“配件产品”，包括苹果U盘和苹果读卡器产品，一般简称“U盘”。

2.苹果设备：指苹果生产的iPod/iPhone/iPad, 以下简称“手机”

3.内部存储：是苹果设备的内部存储空间。存储在内部存储中的文件，会占用苹果设备
的可用空间。以下简称“手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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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接存储：指外接于苹果设备接口的外接存储设备，以下简称“U盘”。

支持的文件类型：

音乐文件：M4A，CAF，AIFF，ASF，AAC,mp3,wav  

图片文件: TIF,JPEG,JPG,PNG,GIF,BMP

视频文件: M4V,MP4,MOV,WMV,RMVB,DIVX,MKV,FLV,VOB,MPG,4K-MP4,3G2,3GP

文档文件: DOC,PDF,PPTX,PPT,VCF,TXT,RTF,pages,numbers,key,HTML,XLSX,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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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iDiskk Player

1.插入U盘后，按照提示安装iDiskk ，再Player

点击允许连接U盘

2.通过AppStore搜索下载

3.请在AppStore中搜索：iDiskk ，下载Player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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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管理图片、管理视频、
拍照/录像、管理音
乐、备份照片和视频、
备份通讯录、管理文
件、设置，共8项主要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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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管理手机或U盘中的图片

查看——手机相册/U盘图片

查看图片，有三种模式可选：详细信息模式、缩略图模式、按日期归类模式。

管理图片

详细信息模式   缩略图模式 按日期归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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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相册图片的三种查看模式

(查看U盘中的图片，需要正常连接U盘，并点右下方的“iDiskk Player”图标，查看时也同
样是这三种模式)

注意：查看U盘图片时，iDiskk 会自动将U盘中全部目录内的全部图片综合到一起，Player
因此，查看状态，不能获取图片的目录信息。

复制/删除/分享——手机相册/U盘图片(只说明详细信息模式，其他两种模式操作基本相
同)

点“多选”选择图片       全选或勾选图片               复制/删除/分享
6



1.复制相册图片到手机空间(Documents)

选“内部存储”       选“Documents”      
可以在“Documents”
中,新建文件夹    粘贴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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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制相册图片到U盘(外接存储)

选“外接存储”
可以在外接存储
中新建文件夹

粘贴图片 复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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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制U盘图片到手机空间
(Documents)

正常连接配件与苹果设备，在管
理图片状态，选择“iDiskk 
Player”图标，切换到“外接存储”

复制的操作与1基本相同。

4.复制U盘图片到U盘(外接存储)

正常连接配件与苹果设备，在管
理图片状态，选择“iDiskk 
Player”图标，切换到“外接存储”

复制的操作与2基本相同。

5.删除相册/U盘图片

删除提示 删除二次确认

注意：

相册中删除的图片，可以在相册
的“最近删除”中找到，并最多
允许保留29天。在保留期内，可
以恢复被删除的图片。超过保留
期，图片将自动永远删除。

U盘中被删除的图片，没有保留恢
复机制，请慎重操作！

U盘中被删除的图片，没有保留恢
复机制，请慎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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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享相册/U盘图片

选择分享对象
(QQ好友/微信好友
/文件管理器/…)

选择要分享的图片 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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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视频

直接管理手机或
U盘中的视频文
件

查看——手机
/U盘视频

与“管理图片”
功能类似

复制/删除/分
享——手机/U盘
视频

与“管理图片”
功能类似

拍照/录像

在手机正常连接
U盘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拍照和
录像，并将拍照
的照片和录制的
视频实时存入
U盘中。

  
允许app访问麦克风
否则录像没有声音

允许app访问相机
否则不能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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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录像状态准备拍照状态 正在录像状态

注意：拍照/录像功能，app会自动在U盘中新建目录，并将拍照或录像文件存储于新建目
录中。

拍照新建目录为：\Camera\手机名称\Photo

录像新建目录：\Camera\手机名称\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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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名称”可以通过iOS：“设置” -> “通用” -> “关于本机”查到。如下图：

管理音乐

播放——手机/U盘音乐

注意：

因为版权限制问题，app无法正常访问存储于手机中的音乐资源。

U盘中的音乐：在手机正常连接U盘后，iDiskk Player会自动将U盘中全部目录内的全部音乐
综合到一起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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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界面查看U盘中的音乐 后台播放音乐状态

复制/删除/分享——U盘音乐

与“管理图片”功能类似

备份照片和视频

初次备份

初次备份，app会扫描相册中的文件，并比对这些文件的细节，如果是完全相同的文
件，app只备份一个样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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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可以备份
的文件数量

自动备份中 备份完成

在U盘 Backup\Phone Backup\“手机名称”目录，会自动生成多个分类备份目录(“手
机名称”可以通过iOS：“设置” -> “通用” -> “关于本机”查到，如前页所示) 

再次备份(增量备份)

在U盘中已经有了初次备份文件的情况下，再次连接手机，app会进行增量备份，此时，
只备份U盘中新增的文件——增量备份。

15



备份通讯录

允许访问通讯录
才能备份

显示通讯录详细信息 备份完成

在U盘 Backup\Contacts Backup目录，会自动生成一个 .vcf文件(“手机名称”可以通
过iOS：“设置” -> “通用” -> “关于本机”查到，如前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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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件

管理文件与“管理图片”的使用方法基本类似，不同的地方在于：管理文件可以浏览
/复制/删除/分享U盘存储的全部类型的文件；而管理图片功能，只能管理图片文件。

设置功能介绍

缓存

App运行中产生的缓冲文件，可以随时清除

语言

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

App加密

设置后，在正常使用App之前，需要输入密码，否则不能使用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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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6位数字对App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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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加密：加密后苹果手机和iPad
需要经过密码查看加密的文件；
安卓和电脑系统则看不了加密的文件夹，
需要苹果手机或者iPad解密后查看

注意：加密时请做好备忘，没有密码
        找回功能



第三方打开设置
用于在某些不能正常查看文件的情况下，通过打开此设置，增加一种打开文件的可能。

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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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U盘进行格式化操作，
。

备份

请慎重选择。格式化
后，U盘的文件将全部被清除

1.自动备份：设置后，只要连接U盘，会弹出延迟
提示，启动自动备份。

2.备份完删除本地数据：在备份完成后，删除相册
中的文件。

3.清除备份数据：操作此功能，将导致后续的增量
备份功能无效，再次备份时需要全部重新备份。

用户指南

为用户提供操作说明指导。

关于

显示软件版本、固件版本等信息。

特别注意：因为存在备份后U盘会有故
障的可能性，如果勾选此项功能，存在备份失败、
而原文件又丢失的情况，所以慎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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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App不能备份通讯录、不能访问手机相册、
不能用U盘拍照和录制视频

请在手机的：“设置” -> “iDiskk
Player”中勾选相应的访问控制权，如下图所
示：

App连接U盘不显示：

温馨提示：由于电子设备有耗损，有可能会
出现千万分之一的意外情况，如果是非常重
要的数据，建议多备份几份，以便防范于未
然。

1.检查U盘和手机接触，拿掉手机壳清洁
  手机和U盘接口

4.检查iOS版本是否最新版本，建议
  更新到最新版本使用

2.重装iDiskk Player

3.检查U盘格式是否正确，手机只能读
  exfat或fat32格式
(电脑右击U盘属性看“文件系统”)



前往Apple APP商店搜索“ iDiskk Player”以进行下载和安装。

www.idiskk.com

0755-29304620

iDiskk Player

扫描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APP“iDiskk Pla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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