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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DAK SMILE 
即时打印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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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感谢您购买KODAK SMILE即时打印数码相机。
本用户指南旨在为您提供指引，以确保产品可
被安全使用，不会给用户带来危险。任何不符
合本用户指南中所述指引的使用情况，均可能
导致有限保修失效。

请在使用本产品前阅读所有说明，并保留本
指南作为参考。本产品仅供家庭使用，非作商
业用途。

本产品提供有限的一年保修。保修范围有限制
和不保事项。详情请参阅保修证明书。

规格 
• 尺寸：4.875英寸长 X 3.125英寸宽 X 0.938英

寸高（12.35 X 8 X 2.5厘米）
• 重量：7.2盎司（204克）
• 可选颜色：黑/白、白/黄、蓝、绿、红
• 支持存储：最高256GB的MICROSD™卡
• 图像：相当于10MP
• 电池容量：700MAH
•  电池类型：锂聚合物
• 每次充电打印数目：~40
• 支持相纸：KODAK ZINK 2英寸 X 3英寸背

胶相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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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盒的内容
KODAK SMILE即时数码相机
充电线
KODAK ZINK相纸起始包
用户指南

安全须知 
• 癫痫发作警告：本设备重复使用LED闪灯，可

能会引起患有光敏性癫痫和/或其他癫痫症
的人癫痫发作，建议用户谨慎使用。

• 不要为了任何原因试图拆卸此设备。

• 切勿将相机或ZINK®相纸放在可能变得很热

或会有阳光长时间照射的地方。

• 切勿用微湿或湿的手操作相机。这可能会损
坏相机或造成触电危险。

• 清洁或试图清洁本产品时，请勿使用酒精、汽
油、稀释剂等产品或任何其他有机溶剂。

• 勿在会让本设备接触到大量灰尘或高湿度/
潮湿的环境中使用。

• 勿让相机掉跌落或摇晃相机，因为这可能导
致相机故障或永久损坏内部部件。

• 勿在洗澡或淋浴时使用本相机。

• 勿将相机放置或存放在可能掉落或被拉入浴
缸或水槽的地方。

• 勿将相机放在、掉落或浸入水或任何其他
液体中。

• 注意勿让物体掉落相机及勿让液体溅到相
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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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闪光灯

镜头

纸张出口盖板 导航面板
相纸盘门闩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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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面板概述

按钮：

选单   : 按此按钮便会进入主选单，从主选单可以访问图库、筛选
器、边框、照相亭、闪光灯和设置选单。选单按钮也可用作后退按
钮。在任何屏幕按此按钮，便可返回上一个屏幕。在主选单上按此按
钮，便会返回实时取景器。

OK: 按此按钮确认选择或拍照。 在某些情况下，OK按钮会成为功能
按钮（例如，在拍照后按OK按钮，将会进入编辑屏幕）。

: 使用这些箭头键，在选单中的选项之间以及在图库中的照片之
间移动。  

打印   : 在观看照片时按此按钮，便会进入打印选单，开始打印照
片的过程。

快门按钮

LED电源指示灯

扬声器

复位按钮

挂绳附件

LED充电指示灯

MicroSD™卡槽 Micro USB充电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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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使用 
给SMILE充电

在使用相机之前，请将micro USB线插入位于
底部的指定micro USB充电端口，将相机连接
到充电器，让相机充满电。必须使用提供的原
装充电器，以确保正确充电。

如果红色的LED指示灯闪烁，表示电池电量不
足，应将相机连接到充电器，进行充电。当相
机正在充电时，LED红色指示灯会亮着。充电完
成后，LED指示灯将会转变为绿色。

装入相纸

将ZINK®纸张装入相机：请按照以下步骤，快

速而简便地将ZINK®背胶相纸安装到新相机
里，您便可以开始打印照片了！ 

1. 按下闩锁，打开后面的相纸盘，向自己的方
向拉过来。  
 

2. 将蓝色校正卡片放入相纸盘中，有条形码
的一面朝下。将其他普通相纸放在上面，光

面朝上。避免接触光面，以免在相纸上留
下指纹。

3. 装好ZINK®相纸后，在打印第一张照片时，
蓝色的校正卡片会慢慢地从打印槽中退
出来。

4.  当校正卡片完全退出来后，您的照片便会
打印出来。 
 
 
 
 
 
 

 
 
 

 
 
 
 
 
注意：KODAK SMILE相机只可使用KODAK 
ZINK相纸。不兼容其他品牌的相纸。

打开/关闭

要打开相机，请将有隆凸线条的盖板从中心向
外滑动，便可以看到导航面板、相机镜头和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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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后面的LCD屏幕会亮起。相机并会发出音乐
声，让您知道已经开机。  

 
 
 
 

要关闭相机，只需将面板滑动回中心即可。

插入MicroSD™卡

相机内存有限，最多只能存储三张照片；如果想
编辑和保存三张以上的照片供以后打印，便需
要microSD™卡。SMILE无需microSD™卡也可以
运作，但强烈建议使用microSD™卡。

当相机镜头显露出来时，将microSD™卡插入底
部的卡槽中，金属针朝向相机的正面。要取出，
请用指甲将卡轻轻按入，卡就会弹出来。

SMILE支持最高256GB的microSD™卡。

浏览选单
KODAK SMILE相机选单上有六个选项，按导航
面板上的顶部按钮便可访问， 
  并可使用箭头键在选项之间移动。本节将说
明这些选项及其用法。

图库

   在主选单中选择图库图标，以查看照片。
在图库中，您可以编辑和打印使用SMILE相机
拍摄的任何照片、或在microSD™卡上的任何
现有图像。

在主选单中选择图库后，您需要选择存储在内
存或SD卡中的照片。选择后，使用箭头键在您

拍摄的照片之间移动。图片底部有两个选项：
编辑和打印。

按OK按钮进入编辑选单，将会有三个选项：滤
色镜、边框和删除。选择滤色镜以选择照片的
滤色镜选项。选择边框，可为照片添加白色边
框，或保持无边框。选择删除，系统将再次提
示，以确定您是否要删除照片。点击OK，便可
將照片从SD卡中删除。

可随时点击打印，从图库中打印照片。系统会
先要求您按OK按钮确认，然后才会打印照片。

注意：如果没有MICROSD™卡，相机只能保
存最近拍摄的3张照片。我们强烈建议您使
用MICROSD™卡，以充分利用KODAK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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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滤色镜

滤色镜  选单提供多种滤色镜，让您选择来
应用于您的照片。按OK按钮，然后使用箭头在
可用的滤色镜之间移动。液晶显示屏会为您提
供滤色镜的实时预览；再次按OK按钮确认，以
应用滤色镜。

照片边框

边框  选单提供为照片添加边框的选项。按
OK按钮打开边框选单。

边框选单提供两个选项供您挑选：关和开。 

• 关：没有边框的照片。选择此选项后，将会

返回实时取景器。

• 开：带边框的照片。选择此选项后，将会返
回实时取景器，图像四周添加了白色实线
边框。实时取景器状态栏的右下方会有一
个图标，表示边框状态。边框将保持应用状
态，直到您手动进入边框选单将其停用或
关闭相机。

照相亭

照相亭  选单让您可将两张照片并排在同一
图像中打印出来。 

• 实时取景器会为您提供指导，以确保图像适
合所分配的空间；而实时取景器状态栏的右

下方会有一个图标，表示照相亭模式状态。

• 点按快门按钮一次，拍摄第一张照片的指南
便会出现。到了要拍第二张照片时，屏幕的
另一侧便会转为活动状态，而您拍摄的第一
张照片会显现在画面左侧。

• 相机将保持在照相亭模式，直到您返回照相
亭选单将其停用或关闭相机；所以您可以随
心所欲尽情拍摄照相亭样式的照片！ 

闪光灯

使用箭头突出显示闪光灯图标  然后按OK按
钮打开闪光灯选单。

使用箭头在选项之间移动：开启闪光灯、关闭

闪光灯和自动闪光灯。  、 、

设置

通过设置  选单，可以访问和调整多个相机
设置。设置选单中提供的选项如下：

计时器

 在设置选单中选择计时器图标，为下一张照
片设置计时器（非常适合自拍和群拍！）计时器
设置提供的选择为：关闭、三（3）秒和十（10）
秒。当您使用计时器拍摄照片时，在倒计时之
际，相机闪光灯将会每秒闪烁一次。

计时器将保持应用状态，直到您手动进入计时
器选单将其停用或关闭相机，所以您可以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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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尽情使用计时器拍摄照片！

音量 

在设置选单中选择音量  图标，以打开音量
选单。使用箭头键可以升高和降低按键音量和
拍摄时的快门音量。

自动打印

 在设置选单中选择自动打印图标，以打开
或关闭自动打印。如果打开了自动打印功能，
照片在拍摄后将会立即打印出来。这个选项将
保持启用状态，直到您在此选单中将其停用。 

语言

 在设置选单中选择语言图标以更改相机
上显示的语言。您可以从英语、西班牙语和德
语中选择。

产品信息

 在设置选单中选择产品信息图标，以查看有
关相机的信息。固件版本、序列号和颜色表版
本都会在这里显示。您可以按选单按钮退出此
页，返回设置选单。

实时取景器和状态栏
在您按下快门按钮时，图像的实时信息便会被

记录下来（包括滤色镜或边框），并显示于实时
取景器的主屏幕。底部的状态栏也会显示各种
图标，具体取决于您选择的选项和其他因素：

1. 电池：电池图标固定在状态栏的左下角，根
据充电状态显示四格或少于四格。 

a. 白色图标、显示四格 ：电池电量为76-
100%。

b. 白色图标、显示三格 ：电池电量为51-
75%。

c. 白色图标、显示二格 ：电池电量为26-
50%。

d. 白色图标、显示一格 ：电池电量为

6-25%。

e. 红色闪烁图标 ：电池剩余电量为5%或
更少。尽快充电。

2.  闪光灯状态： 

a. 闪电标志旁边有A字 ：闪光灯设置为自动

b. 只有闪光灯标志 ：所有照片均使用闪光灯

c. L有斜线通过的闪光灯标志 ：所有照片都
不使用闪光灯

3. microSD™卡状态： 

a.  microSD™卡图标 ：已插入microSD™卡

4. 计时器状态：  如果状态栏中有计时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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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动打印图标 ：已启用自动打印模式，
相机将在拍摄后立即打印照片。 

8. 相纸盘状态：

a. 带有黑色背景的图标 ：相机已装有相纸

b. 带有蓝色背景的图标 ：相纸已装有蓝色
校正卡片，可以随时打印

c. 带有红色背景的图标 ：尚未装入相纸

拍照
1. 请将有隆凸线条的盖板从中心向外滑动，让

导航面板显示出来，以打开相机电源。

2. 点击  按钮，访问主选单。

标，表示已将计时器应用于拍摄，意味着在按
下快门和拍摄照片之间会有一段延迟时间。 
按下快门按钮后便会开始倒计时，相机闪光灯
会闪烁。

5. 边框状态

a. 边框图标 ：已应用边框，应在实时取景器
上可见。

6. 照相亭状态：

a. 照相亭图标 ：相机处于照相亭模式（两
张照片并排）。 
取景器中的指南将会帮助您排列照相亭照片。 

7. 自动打印状态：

一下快门按钮，或按OK按钮 。 

 
打印图片

从图库打印

1. 从主选单中选择图库，然后按OK按钮。

2. 使用箭头选择内存或microSD™卡，然后按
OK按钮。

3. 使用箭头找到要打印的照片。

4. 可选：如果还要编辑照片，请按OK按钮，然
后使用箭头选择滤色镜（添加滤色镜）和/或
边框（添加边框）。 

5. 按下打印按钮  。

3. 浏览主选单选项，将箭头移到所需选项，进
行滤色镜、闪光灯和常规相机设置，并选择
边框选项或照相亭模式。或者不进行任何选
择，使用默认设置。

4. 通过实时取景器为照片取景构图。

5. 准备就绪后，按下黄色快门按钮或导航面板
上的OK按钮，拍摄照片。

6. 拍摄照片后，您捕捉的图像将显示在屏幕
上，底部有两个选项：编辑和打印。如果点
按OK按钮进行编辑，您将进入一个屏幕，让
您可为照片添加滤色镜或边框，然后可以选
择打印或删除照片。如果点按打印，便可立
即打印照片。如果要返回实时取景器，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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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箭头键增加/减少要打印的份数。

7. 按OK按钮确认。

8. 等待照片打印。

拍照后

1. 按下打印按钮  。

2. 使用箭头键增加/减少要打印的份数。

3. 按OK确认。

4. 等待照片打印。

将照片传送到电脑
如果您的KODAK SMILE相机安装了microSD™

卡，您可以使用任何笔记本电脑或个人电脑轻
松下载和查看更高分辨率的照片副本。请按照
以下步骤，在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访问和保
存照片。 
 

1. 将充电线的USB连接器端插入个人电脑（或
笔记本电脑）上的任何USB端口。将micro 
USB连接器插入相机的充电端口。

2. 滑开相机盖板，打开电源。

3. 第一次连接相机时，需要几分钟时间自动下
载驱动程序，并将相机识别为外部存储设
备。在此过程中请勿断开相机连接。

4. 连接了相机并安装驱动程序后，您可以转到
电脑选单，前往作为外部存储设备（通常默
认为E:\）的相机访问您拍摄的照片。您将看
到一个名为DCIM的文件夹，文件夹内有另
一个名为SMILE_CAM的文件夹，在这里您可
以找到所有照片的副本。

5. 在电脑上享受查看、编辑、打印和/或发布
这些分辨率更高的KODAK SMILE照片的乐
趣吧！

6. 完成后，必须选择“弹出可移动存储设备”，

以防止microSD™卡出现任何问题。

注意：请注意，在相机与电脑连接时，不能使用
相机来拍摄或编辑microSD™卡上的照片。

 

固件更新
我们将不时发布更新，以提高KODAK SMILE相
机软件的质量和/或性能。请按照以下说明下
载并安装这些更新。 

1. 访问我们的网站www.kodakphotoplus.
com/pages/Kodak-Smile-Series，并查找
您的相机──KODAK SMILE即时打印数码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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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网站上有可用的固件更新，请下载文
件，并将其保存到您会记住的位置。

3. 用micro USB线将相机连接到电脑。

4. 访问固件更新文件的保存位置，然后运行更
新程序（程序以.exe结尾）。

5. 更新应会检测到已连接的相机，但如果它查
问，则将其引导到相机的可移动存储位置（
通常默认为E:\）。

6. 安装更新时，请勿断开相机连接。

7. 完成后，必须选择“弹出可移动存储设备”，
以防止相机出现任何问题。

保证信息
KODAK SMILE即时打印数码相机的有限保证
本有限保证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您可能还拥
有其他权利，这些权利因州而异。
我们保证在保证期内，产品不存在材料和工艺
的缺陷。
责任限制
在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本保证是排他性的，并
取代所有其他保证，包括口头、书面、法定、明示
或暗示的保证。除本有限保证声明中包含的明示
保证之外，在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我们不承担
任何其他明示或暗示、法定或其他保证，包括但
不限于适销性和特定用途适用性的保证。有些
州不允许默示保证的免责声明，所以此免责声明

可能不适用于您。如根据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
律，这些保证不能免责，则我们将此类保证的期
限和补救措施限制在本明示有限保证的期限内。
我们对有缺陷货物的责任仅限于本保证声明以下
所述的修理、更换或退款。
谁可以使用本保证？位于114 Tived Lane East, 
Edison, NJ 的C&A Marketing，Inc.（“我们”），仅
向最初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您”）提供本有限保
证。本保证不提供给产品的任何后来所有者或其
他受让人。
保证范围涵盖什么？本有限保证涵盖KODAK 
SMILE即时打印数码相机（以下简称“产品”）在下
述的保证期内的材料和工艺缺陷。
本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本有限保证不涵盖以下
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坏：（a）运输；（b）储存；（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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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使用；（d）未遵守产品说明或未进行任何预
防性维护；（e）改装；（f）未经授权的修理；（g）
正常磨损；或（h）外部原因，如事故、滥用或超出
我们合理控制范围的其他行为或事件。
保证期是什么？本有限保证从您购买之日开始，
为期一年（“保证期”）。保证期不会因我们修理或
更换产品而延长。我们可全权决定更改此有限保
证的可用期间，但任何更改都不会具有追溯性。
根据本保证，有哪些补救措施？在保证期内，对于
任何缺陷产品，我方将全权决定：（a）免费修理或
更换该产品（或有缺陷的部件），或（b）如果无法
提供替换产品，将退还该产品的购买价格。
如何获得保证服务？要获得保证服务，您必须在
保证期内致电844-516-1539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kodak@camarketing.com与我们联系，以获得缺

陷商品授权（“DMA”）号码。如果没有DMA号码，
将不会提供任何保证服务，并且由您（买方）承
担将产品退到我们设施的运费。替换产品的运费
由我方承担。

客户服务联系信息
如果您的产品出现任何问题，请在将产品退回购
买之前与我们联系。 我们来帮忙！
美国支持： 
kodak@camarketing.com 
844-516-1539
国际支持： 
kodakintl@camarketing.com 
844-516-1540

kodakphotoplus.com 
柯达商标，徽标和商业外观均经伊士曼柯达公司许可
使用。
Android是Google Inc.的商标。
IOS是思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经许可使
用。
所有其他产品，品牌名称，公司名称和徽标均为其各自
所有者的商标，仅用于标识其各自的产品，并不意味着
暗示任何赞助，认可或批准。
分发自：C＆A Marketing，Inc.，114 Tived Lane 
East，Edison，NJ 08837，USA
C＆A Marketing UK LTD，167 Hermitage 
Road，Crusader Industrial Estate，London N4 1LZ，UK
©2019。 版权所有。 越南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