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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感谢您购买KODAK SMILE即时数码打印机。本
用户指南旨在为您提供指导，以确保对本产品
的操作是安全的，不会对用户造成风险。任何
不符合本用户指南中所述指导的使用方法可能
会使有限保修失效。

请在使用本产品前阅读所有说明，并保留本指
南以供参考。本产品仅供家庭使用。它不适用
于商业用途。

本产品享受有限的一年保修。承保范围受限
制，并有除外责任。有关详情，请参阅保修。

产品规格 
• 尺寸：长 4.625 英寸 x 宽 3.188 英寸 x 高 

0.938 英寸（11.75 x 8.15 x 2.5 厘米）
• 重量：7.2盎司（204克）
• 可选颜色：黑/白、白/黄、蓝、绿、红
• 电池容量：700毫安时
• 电池类型：锂聚合物
• 每次充电打印张数：约40张
• 支持的相纸：KODAK ZINK 2英寸 x 3英寸 胶

粘相纸

包装盒内容
KODAK SMILE即时数码打印机

KODAK ZINK相纸入门套装
用户指南

安全须知 
• 请勿试图以任何理由拆卸此设备。
• 切勿将打印机或ZINK®相纸放在可能变得极

热或长时间暴露在阳光直射的地方。这可能
会导致相机过热或出现其他问题。

• 不要弄湿打印机！如果需要清洁打印机，请使
用稍微蘸水或外用酒精的软布轻轻擦去任何
污渍。千万不要将整件设备浸入水中。

• 请仔细照看好您的打印机。尽量不要掉落，
或剧烈摇晃它。打印机内部有许多非常小的
部件，如果它们被推挤得太厉害，就可能会
坏掉。

• 清洁或尝试清洁本产品时，请勿使用酒精、汽
油、稀释剂或任何其他有机溶剂等产品。

• 请勿在暴露于大量灰尘或潮湿/有湿气的环
境中使用本设备。

• 洗澡或淋浴时请勿使用此打印机。
• 请勿将打印机放在可能掉落或被拉入浴缸或

水槽的地方，或在这些地方充电。
• 请勿将打印机放入、掉进或浸入水或任何其

他液体中。
• 若尽管您采取了上述所有预防措施，但打印

机掉进了水里，请不要伸手到水里取回打印
机，特别是在充电时。如果正在充电，请立即
拔下电源插头，然后再将其取出。

• 注意不要让物体掉落到打印机上，不要让液
体溅到打印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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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下载ANDROID或iOS应用程序，此打
印机将无法使用。如果您没有ANDROID手机
或IPHONE，很遗憾，您无法使用此打印机。

产品概述

Micro USB充
电端口

纸槽 

充电指示灯LED

复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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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指示灯LED

闲 纯白色

错误 纯红色

数据传输 闪烁蓝色

没有纸 眨着红光

印花 眨眼的白色

为使用做好准备
给SMILE充电

在使用打印机之前，将micro USB线缆插入打
印机侧面指定的micro USB充电端口，连接充
电器，使打印机充满电。

如果红色指示灯LED闪烁，表示电池电量不足，
应将打印机插上电源充电。当打印机正在充电
时，指示灯LED将显示为常亮的红灯。完成充电
过程后，指示灯LED将变为常亮的绿灯。

装入相纸

将ZINK®相纸装入相机：按照以下步骤，快速
轻松地为新打印机装入ZINK®胶粘相纸，这样

您就可以开始打印照片了！

1. 卸下设备后部的托盘盖，打开后面的纸盘。 
  
 
 
 
 

2. 装入蓝色校准页，条形码朝下。将其他普通
相纸放在上面，光面朝向您。尽量避免触摸
光面，这样就不会在上面留下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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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入ZINK®相纸后，打印第一张照片时，蓝
色校准页将从打印插槽中缓慢弹出。校准页
完成后，将打印您的照片。

下载应用程序

请从GOOGLE PLAY
或APPLE APPSTORE
下载KODAK SMILE
应用程序。您需要在
手机上安装应用程
序才能使打印机正常
工作。

打开/关闭电源

1. 要开启打印机，请将小型脊状面板从中心向
外滑动。这将导致打印插槽弹出及LED灯条
亮起。.   
 
 
 
 

2. 要关闭打印机，只需按下弹出式打印槽。  
 
 
 

 
 
 
 

使用KODAK SMILE打印照片

1. 将小型脊状面板从中心向外滑动，开启打
印机。

2. 确保已启用手机上的蓝牙®。

3. 打开手机上的KODAK SMILE应用程序，按
照说明将打印机与应用程序配对，然后开始



10 | CN CN | 11

使用新的KODAK SMILE打印机！

如果从应用程序连接打印机时遇到问题，请尝
试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手机的蓝牙®设置，这通常位于“常规设
置”菜单下。

2. 首先确保打印机已经开启，然后让手机扫
描新设备。

3. 您将在蓝牙®列表中看到“KODAK SMILE 
XX:XX”。X将替换为与您的特定打印机对应
的特定字母和数字。点击它开始配对。

4. 几秒钟后，您的手机应该会显示“已配对”。

在卡纸的情况下

如果打印机在尝试打印时卡纸，请按照以下步
骤解决问题：

1. 使用大头针/缝衣针/回形针按下打印机侧面
充电端口旁边的复位按钮。 
 
 
 
 

2. 复位过程完成后，打印机应该就能清除卡
纸了。 

您的KODAK SMILE打印机还在顶部面板上配
备了一个特殊的松开装置，以便在发生卡纸时
恢复相纸。

注意：建议不要手动从打印机喷头中取出相
纸，只应在尝试按照上面推荐的方式复位打
印机后再这样做。请注意，以这种方式取出相
纸可能会损坏打印机喷头，这样做时应格外
小心。

1. 握住打印机，使脊状面板朝向您。确保顶部
面板已关闭且打印机已关闭。

2. 将两个拇指放在面板中央（正好是KOD  AK
徽标位置），轻柔但稳固地按下。  
 

 
 
 
 
 
 
 
 
 

 

3. 将面板推离您。它应该会抬起，露出打印区
域的相纸。

4. 尽可能轻柔地尝试取出卡纸，然后将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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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回原位直至其卡入，将其放回原位。切勿
猛拉相纸。 
 
 
 
 
 
 
 
 
 
 

 

注意：请勿使用此方法将相纸装入打印机。只
有在卡纸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这并不是用来
装纸的常规方法。

保修信息 
KODAK SMILE即时数码打印机有限保修
本有限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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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证在保修期内，产品免受材料和工艺上的
缺陷的影响。
责任限制
在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本保修是排他性的，并
取替所有其他口头、书面、法定、明示或暗示的保
修。除本有限保修声明中包含的明示保修外，在
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我们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法定或其他保修，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和适
用于特定用途的保修。某些州不允许免责声明，
因此本免责声明可能对您不适用。如果根据您所

在司法辖区的法律不允许放弃此类保修，我们会
将此类保修的期限和补救措施限制在本明示有限
保修的期限内。
我们对有缺陷的商品的责任仅限于本保修声明中
所述的维修、更换或退款。

哪些人可以使用此保修？位于114 Tived Lane East, 
Edison, NJ的C&A Marketing, Inc.（以下简称“我
们”）仅将此有限保修延伸至最初购买该产品的消
费者（“您”）。它不会扩展到产品的任何后续所有
者或其他受让人。

这项保修包括哪些内容？此有限保修包括KODAK 
SMILE即时数码打印机（“产品”）在下面定义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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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期内的材料和工艺缺陷。

这项保修不包括哪些内容？此有限保修不包括因
以下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坏：（a）运输; （b）贮存; 
（c）使用不当; （d）未遵守产品说明或进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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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事故、滥用
或超出我们合理控制范围的其他行为或事件。

什么是保修期限？此有限保修从您购买之日开
始，为期一年（“保修期”）。如果我们维修或更换
产品，保修期不会延长。我们可能会自行决定更
改此有限保修的有效性，但任何更改均不具备
追溯效力。

您在此保修期内有哪些补救措施？对于保修期内
任何有缺陷的产品，我们将自行决定：（a）免费
维修或更换此类产品（或有缺陷的部件）或（b）
如果无法提供用于更换的部件，则退还此类产品
的购买价格。

您如何获得保修服务？要获得保修服务，您必须
在保修期内致电844-516-1539，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kodak@camarketing.com与我们联系，以获取
有缺陷的商品授权（“DMA”）编号。如果没有DMA
编号，我们将不提供保修服务，并且您（买方）应
承担我们工厂的退货运费。更换部件的运输费用
由我们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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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Inc。USA的商标。
Google Play是Google Inc.的商标。
Apple和App Store是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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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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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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