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PEG/PNG

       粉红/灰白/靛蓝/
       流霜金（限定色）

90.3   34.6   124.5mm/209g

mini Link

800 X 600点

带有OLED的三色曝光

12.5点/mm
（318dpi、80μm点间距）

每色（RGB）256级

锂离子电池（不可拆卸）

62mm X 46mm

约80-120分钟
(因气温、剩余电量而异)

10cm-

82.5   122.9   36.7mm/255g

快门速度：1/4秒-1/8000秒
（自动）

自动/强制闪光/禁止闪光
有效范围：约50cm-1.5m

录音功能/LED显示屏/
滤镜和模板

程序式AE

约100张（根据本公司测
试条件）

典雅黑/石英白/腮红金/
深空灰/流霜金（限定色）

mini LiPlaymini相机

颜色

快门

曝光控制

拍摄范围

闪光灯

其他功能

电池及续航

自拍镜

三脚架安装孔

尺寸和重量

黑色/棕色/典藏红

快门速度：1.8-1/400秒(微距模
式：光圈自动固定为F22，

B门模式：最长曝光时间：10秒）

内置，自动电子闪光灯，强制闪
光模式，闪光灯关闭模式，减弱
红 眼 模 式，闪 光 灯 有 效 范 围 ：

0.3m-2.7m

B门模式/双重曝光模式/
派对模式/儿童模式/

风景模式/微距模式等

有

有

电机驱动3段切换0.3m-           
  （微距模式：0.3m-0.6m，

  普通模式：0.6m-3m，
  风景模式：3m-      )

91.9   113.4   57.2mm/296g

自动，LV5.0-LV15.5(ISO800),
曝光补偿(明暗控制：     2/3EV,+1EV)

NP-45A锂电子电池,
可连续拍摄大约100张

mini 90

0.6m-

119.5   121.5   70.5mm/320g

樱粉/奶咖/水蓝

快门速度：1/60秒

手动调节

5号1.5V碱性电池   4，
可连续拍摄大约200张

自动闪光

mini 7C mini打印机

颜色

记录方式

打印图像尺寸

打印像素

打印分辨率

打印色阶

打印格式

电源

充电时间

尺寸和重量

       0.5m-
电机驱动2段切换

112.0   121.0   50.5mm/275g

白色\粉色\Hello Kitty

快门速度：1/3-1/400秒
2个快门按钮

内置，自动电子闪光灯，
闪光灯有效范围：0.6m-2.7m

曝光补偿控制/风景模式/
闪光灯模式等

有

自动，曝光补偿
(明暗控制：     2/3EV)

CR2锂电池    2，
可连续拍摄大约100张

mini 25

0.6m-

169.0   145.0   69.0mm/395g

大红蝴蝶结/粉红蝴蝶结

快门速度：1/60秒

恒定触发闪光灯（自动调光），
闪光灯有效范围：0.6m-2.7m

日系小清新模式

有

手动调节（自动测光LED指示灯）

5号1.5V碱性电池   2，
可连续拍摄大约100张

Hello Kitty

0.6m-

119.5   121.5   70.5mm/320g

冬日红/夏日蓝/熊猫/
热粉红/亮海蓝

快门速度：1/60秒

手动调节

5号1.5V碱性电池   4，
可连续拍摄大约200张

自动闪光

mini 7S

自动，LV5.0至14.5(IS0 800)

0.3m-      (使用自拍模式时焦距
为30cm-50cm)

持续闪光(自动调光)，充电时间：
6.5秒或更短(使用新电池时)，

有效闪光范围：0.3-2.7m

新颖快门帽设计/自动曝光模式/
自拍模式

107.6   121.2   67.3mm/293g

晴空蓝/丁香紫/暗夜灰/
冰晶白/绯樱粉

程序式快门1/2至1/400秒，
光线不足时可使用慢速同步

mini 11

有 有

5号1.5V碱性电池   2，
可连续拍摄大约100张

烟灰白/草木绿/柠檬黄/冰霜
蓝/海水蓝/葡萄紫/火烈鸟粉/

蜜桃粉/纯臻白/浅莲粉

快门速度：1/60秒

手动调节（自动测光LED指示灯）

恒定触发闪光灯（自动调光）
充电时间：0.2秒-6秒
（使用新电池时）

闪光灯有效范围：0.6m-2.7m

日系小清新模式等

有

0.6m-

116   118.3   68.2mm/307g

mini 9

0.3m-

有

有

99.2   113.7   53.2mm/281g

暖日黄/冰晶蓝/皓月白/流沙金/
烈焰红/墨玉黑

快门速度：1/2-1/400秒

内置，自动电子闪光灯，闪光灯
有效范围：0.3m-2.7m

自拍模式/微距模式/远景模式等

自动，LV5.0-LV15.5(ISO800),
曝光补偿(明暗控制：     2/3EV)

CR2锂电池    2，
可连续拍摄大约100张

mini 70













SQ 20
SQUARE数模相机

电机驱动3档切换
（0.3m-0.5m/1ft-1.6ft,0.5m-2m/

1.6ft-6.6ft,2m/6.6ft及以上）
微距模式（0.3-0.5m/1ft-1.6ft）

标准模式（0.5m- 2m/1.6ft-6.6ft） 
风景模式（2m/6.6ft及以上）   

腮红金/石墨灰/珍珠白/宝
石红/水晶蓝

快门速度：1.6-1/400秒

在微距模式下，内置自动电子闪光灯
其他模式（非微距模式）下：闪光灯开

启（ 除非使用“ 禁止闪光灯模式 ” ）
充电时间：0.2秒-7秒，

闪光灯充电提示器，有效闪光灯范围：
0.3m-2.7m/1ft-8.9ft

拍摄模式（自动、自拍、微距、风景、二
次曝光）亮度调节、禁止闪光、自拍定

时器模式

自动调节(ISO 800)：LV 5-LV15.5，
曝光补偿: 2/3EV 

118.7    128.1    58.1mm/393g

两块CR2/DL CR2锂电池
可 拍 摄 纸 张 盒 数 ：约 3 0 盒 i n s t a x 

SQUARE方形相纸，每盒十张

有
有

有

颜色

快门

曝光控制

拍摄范围

闪光灯

其他功能

电池及续航

自拍镜

三脚架安装孔

尺寸和重量

WIDE 300
宽幅相机

SQ 6
方形相机

带瞄准标记电机驱动2段切换
（0.9m-3m/3m-       ）
普通模式（0.9m-3m)
风景模式（3m-      ）    

黑色/奶糖

快门速度：1/64-1/200秒

内置，自动电子闪光灯，
强制闪光灯模式，

闪光灯有效范围：0.9m-3m

曝光补偿控制/风景模式/
闪光灯模式等

自动，LV10.5-LV15(ISO800)，曝
光补偿(明暗控制：     2/3EV)

5号1.5V碱性电池    4，
可连续拍摄大约100张

167.8    94.7    120.9mm/612g

缩略打印（四图合一，九图合一）、
重新打印功能（可从相机中储存的照

片中选择打印）
数码变焦拍摄/打印中最大4倍

拍摄、编辑或处理的照片可储存在相
机 中（ 最 多 可 储 存 约 5 0 张 ）或 是

microSD卡中

约100张（根据本公司的测试条
件）

JPEG

标准、双重曝光、B门模式、分割拍摄、
拼贴模式、连拍拼贴

21种滤镜（18个适用静止图像、3个
仅适用于视频拍摄）、亮度调节、玩具

相机

程序式AE

1/7500-1/2秒（自动），
B门模式下最长10秒

1920   1920

10cm/3.9in，-

自动/强制闪光/禁止闪光/
有效范围约：50cm-2m/1.6ft，

to26.2ft

62   62mm(相纸尺寸86   72mm）

119   50   127mm/440g

黑色/米色

有

颜色

有效像素

快门速度

曝光控制

拍摄范围

闪光灯

拍摄模式

图像处理

图像尺寸

相片存储

电池续航

支持图像格式

打印功能

自拍镜

三脚架安装孔

尺寸和重量

相机 相机
SP-3

方形手机照片打印机

颜色

打印方式

图像尺寸

支持的图像尺寸

打印分辨率

接口

打印灰阶

支持的照片格式

电源

打印时间

可打印张数

功耗

尺寸和重量

墨黑/瓷白

3色（RGB）LED曝光

318dpi

JPEG/PNG

从拍摄图像到输出照片：
约13秒

大约160张（在本公司的测试
条件下）

NP-50锂离子电池

3W

标准规格：IEEE802.11b/g，
使用频率：2412MHz-2462MHz

（11ch）基础架构模式

每色（RGB）256级

62   62mm

800   800 

116   130.5   44.4mm/312g

打印机
SQ 1
方形相机

1.6秒-1/400秒，
光线不足时可使用慢速同步

赭石橙/冰川蓝/云母白

拍摄距离：30cm-
使用自拍模式时焦距为30cm-50cm 

持续闪光（自动调光）
充电时间：7.5秒或更短

（使用新电池时）
有效闪光灯范围：0.3m-2.2m

拍摄模式（自动、微距）、自动曝光

自动调节(ISO 800)：LV 5-LV15.5

130.7    118.6    57.5mm/390g

两块CR2/DL CR2锂电池
可 拍 摄 纸 张 盒 数 ：约 3 0 盒 i n s t a x 

SQUARE方形相纸，每盒十张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