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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Polaroid M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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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本产品仅供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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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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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使用POLAROID M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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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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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可导致相机过热 
或出现其他问题。 

• 不要弄湿相机！如果您需 
要清洁相机，请用一块软布 
稍微蘸一点水或外用酒精， 
轻轻拭去肮脏痕迹。绝对 
不可将相机整个淹在水 
中。 

• 在操作的其中一些阶段， 

取景器会出现蓝色或红色 
的LED灯。在LED灯显现 
时，不要直接从取景器看 
进去，否则可能会导致眼 
睛受损。

• 请小心处理相机。不要让它 
跌下或猛烈摇晃它。相机里面 
有很多非常细小的部件，如果 
它们被推撞得太多，可能会破损。 

• 必须使用包装盒中随附的 
充电线来为相机充电，充 
电时要小心勿让它过热。 
如果您感觉到相机在充电 
时变得过热，请立即断开 
电源，待它降温之后才可 
以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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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里有什么？

Polaroid ZINK®相紙 
起始包

用户指南及 
保修证明书

Micro USB 
充电线

Polaroid Mint拍摄 + 打印 
2合1相机及打印机

相机带

了解您的相机

1. 相机带扣
2. 扬声器
3. 充电指示灯
4. 充电端口
5. microSD™卡指示灯
6. microSD™卡槽
7. 快门按钮
8.  照片打印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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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置按钮
10. Polaroid  

ZINK®相纸盘
11. 取景器/LED灯
12. 自拍镜像
13. 相机镜头

10

11

12

13

 9
14. 模式显示灯
15. 模式按钮
16. 照片框切换（经典Polaroid®边框)
17. 10秒延迟切换
18. 电源按钮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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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1. 先充电：在开始使用您的  
Polaroid Mint相机之前，将 
它和您的电脑或任何输出为 
1安培（1A）或以上的USB 
充电器连接。在充电期间， 
充电指示灯为红色。指示灯 
变成绿色时，即表示已充满 
电，可以使用。

2. 将ZINK®相纸装入相机： 

请按照以下步骤，轻松而快 
速地将ZINK®背胶相纸安装 
到新相机里，您便可以开始 
打印照片了！ 
a. 按下闩锁，打开后面的 
 相纸盘，向着您自己的方 
 向拉过来。 
b. 放入蓝色的校正卡片，有 
 条形码的一面朝下，ZINK® 
 商标在右下角。将其他普通 

 相纸放在上面，光面朝上。 
 请勿触摸光面，以免留下指 
 纹。（您可以从包装中取出 
 整叠相纸直接装入相机，但 
 有时先放入校正卡片比较容 
 易，可确保它在相纸盘中的 
 位置正确。）  
 
 
 

 
 
 
 
 
 

 
c. 当您装好ZINK®相纸及拍摄 
 了第一张照片之后，蓝色的校 
 正卡片会慢慢地从打印槽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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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当校正卡片完全退出来 
 后，您的照片便会打印出来。 
 注意：将相纸推进去时不要推得 
 太多，否则可能造成卡纸或印刷 
 不当等问题。  
 
 
 
 

 

 

开始使用POLAROID MINT！ 

1. 要打开相机，请按住相机旁边 
的电源按钮两（2）秒钟，直至按 
钮下面的所有灯都闪一下以及相机 
发出哔声。

2. 按钮下方的模式按钮和照片框切 
换按钮，选择您要拍摄的照片种 
类。  
a. 按模式按钮一下，照片颜色选项 
 便会出现，让您选择彩色、黑白或 

 棕褐色调作为照片颜色。 
b. 按照片框按钮一下，上方会有 
 白灯亮着，表示您选择了采用 
 Polaroid经典白色边框来打印您 
 的照片。 

3. 选择颜色模式以及是否需要边 
框后，请使用正面的自拍镜像或 
通过取景器确定照片构图，然后 
按下相机顶部位于Polaroid商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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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快门按钮。

4. 如果您在弱光环境下拍照， 
Polaroid Mint会自动检测光线 
水平，并在有需要时使用闪光 
灯。在有日光灯照明的房间里， 
您可能会想集中拍摄鲜明的颜 
色，以避免照片有褪色感觉。

5. 取景器的LED灯这时会开始 
闪动，在大约六（6）秒后， 

相机便会将开始打印，照片 
会从打印槽中出来。

6. 打印完成后便可以取出您 
的照片！

使用10秒延迟功能

10秒延迟功能让您可在拍照之前 
设定一个短暂的计时器，这对于 
拍摄团体照或摆姿势自拍等都很 
有帮助。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这 

个方便的工具！

1. 和平时使用Polaroid Mint拍照时 
一样，在拍摄前先选择颜色模式 
和是否需要照片框。 

2. 在电源按钮下方有一个标示为 
“10 SEC”的按钮，按下之后，白 
色指示灯便会亮起。

3. 确定照片构图，或将相机放 
在适当的位置，然后按下快门 

按钮，开始10秒钟的倒数。 

4. 取景器会进行倒数计时，在 
倒数的前五（5）秒会闪红灯； 
在接下来的三（3）秒会发出哔 
声，LED灯会快速闪动；在最后 
两（2）秒会发出哔声，LED灯 
每秒闪动两下，之后便会立即 
拍摄照片。  

5. 您的照片将会如常从打印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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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出来。

使用拼贴功能

您的Polaroid Mint相机可以让您 
将两张照片合并为一张双窗格 
拼贴，只需按一下按钮便可！ 
请按照以下步骤创建自己的专 
有拼贴：

1. 按住快门按钮三秒钟。

2. 相机会倒数计时五秒钟， 
LED灯会闪动和发出一系列的 
哔声，每次三（3）下；然后 
就会发出两（2）次哔声，每 
次两下，之后就会拍摄第一张 
照片。 

3. 拍完第一张照片后，会再次 
倒数三秒，期间LED灯会闪动， 
在您听到第二次的双重哔声时， 

就会拍摄第二张照片。

4. 您的照片将会如常从打印槽中 
打印出来。

 
下载您的照片

如果您的Polaroid Mint相机安装 
了microSD™卡，您可以轻松地 
下载照片，并在任何笔记本电脑 
或个人电脑观看更高分辨率的图 

像。请注意，采用Polaroid经典 
边框拍摄/打印的照片，在存档时 
不会保留边框。请按照以下步骤 
在电脑查看照片。

1. 将充电线的USB连接端插到电 
脑（或笔记本电脑）上的任何 
USB端口。将微型USB连接器插 
到相机的充电端口。

2. 按住电源按钮两秒钟，打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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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充电端口上方应该会亮起蓝 
色指示灯，并开始闪动。

3. 第一次连接相机时，需要几分 
钟时间自动下载驱动程序，将相 
机识别为外部存储设备。在這个 
过程中，请勿断开相机连接。

4. 插入相机并安装驱动程序后， 
您可以转到电脑菜单，于外部存 
储设备（通常默认为E:\）查看您 

拍摄的照片。您将会看到一个名 
为DCIM的文件夹，文件夹中有另 
一个名为MINT_CAM的文件夹。 
在这里可以找到您所有的照片， 
甚至包括相机没有装入相紙时所 
拍摄的照片。

5. 通过电脑观看、编辑、打印 
和/或发布这些更高分辨率的 
Polaroid Mint照片版本，享受 

无穷乐趣！

6. 完成后，请记得选择“弹出移 
动存储设备”以防止microSD™卡 
出现任何问题。

注意：相机开着并作为存储设备 
连接到电脑时，是无法充电的。 
要相机恢复充电，请按住电源按 
钮两秒钟，直至电源关闭，之后 
充电端口上方的指示灯将再次变 

为红色，表示正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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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和窍门

• 如果五（5）分钟没有使用或按 
任何按钮，Polaroid Mint会自动 
关闭，以节省电池电量。要重新 
打开它，只需如常按住电源按钮 
两（2）秒钟即可。

• 如果您没有装相纸，但安装了 
microSD™卡，您拍摄的所有照片 
都会存储在microSD™卡上，您可 
随时在电脑上观看。然而，您再 
装相纸到相机时，这些照片不会 
打印出来。 

• 如果没有安装microSD™卡，而 
相机又没有相纸，在您拍摄时， 
Polaroid Mint相机的取景器中会 
有红灯快速闪动，通知您已没有 
相纸。如果您没有安装microSD™ 
卡而相机又没有相纸，您拍摄的 
所有照片均不会被保存。 

• 相机带让您携带相机外出时更 
为方便，但当相机装了带子后， 
请勿摆动带子或做出任何突然 
的动作，因为如果带子断裂， 

可能会导致相机损坏或严重伤 
害到附近的人。 

• 打印出来的照片与在取景器中 
看到的影像不会完全相同。请将 
框架用作一般参考指引，而内 
圆圈则对着要拍摄的影像中央， 
因为影像的外缘可能会被切去， 
尤其是在启用了边框选项时。

• 重要事项！除非您正准备拍照 
或者相机已完全关闭，否则请 
勿将手指放在快门按钮之上； 

这部相机会自动打印出所拍摄 
的任何影像。如果您将手指放 
在按钮上，结果可能会打印出 
并非您想要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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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 尺寸：4.6英寸长 x 3.1英寸宽 x  
0.8英寸深 (117x 78.5 x 19.75毫米)

• 重量：6.1盎司（173克）
• 摄像头：8MP（通过插值增加至 

16MP）
• 可选颜色：黑色、白色、红色、蓝色、 

黃色
• 支持存储：最高256GB的 

MicroSD™卡
• 电池容量：700mAh
• 电池类型：锂离子电池

• 每次充电打印数目： ~40
• 支持相纸：Polaroid ZINK®
• 支持相纸：Polaroid ZINK®

有问题吗？有疑难吗？欢迎联系我们！
cspolaroid@camarketing.com
1-800-226-6534

发行：C&A Marketing, Inc., 114 Tived Lane 
East, Edison, NJ 08837.  
C&A Marketing UK LTD, 167 Hermitage Road, 
Crusader Industrial Estate, London N4 1LZ, UK

 

© 2018. C&A IP Holdings, LLC.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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