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UTORIAL
离线Pixajoy  编辑器用户指南 (Offline Pixajoy Editor)

Mini Softcover 6“ × 6” (Square), 36页和48页

 步骤 1：选择相片书的制作方法

1.1   选择 Pixajoy  编辑 > 点击“  从这里开始 / Start Here”

1.2   到 http://www.pixajoy.com.my/free-application 下载 Pixajoy  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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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步骤 2: 创建新的相片书

2.1   启动 Pixajoy 编辑 > 选择“创建一个新  相片书 / Create a New Project ”

2.2  选择相  片书的类别 - Photobook >  点击 “下一步 /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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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2.3   选择产品的类型 - Mini Photo Book >  点击 “下一步 / Next”

2.4  选择产品 Mini Softcover 6” x 6” , Square >  点击 “下一步 /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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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2.5   点击 “+” 图标，从不同的文件夹选出单张照片（Add Individual Picture Files）或整个文件夹的照片添加

到您的相片书（Add Folder Containing Pictures）。

2.6  命名  您的相片书 > 点  击 “创建 / Cre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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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开始创建您的相片书

简单的拖放照片到页面上，并开始创建您的相片书。  提交订单前，请点击 “  储存 Save” 按钮以保存您的相片书。

温馨提示：

• 添加页面:   选择页面选项 Page Option > 增加页面 Insert Page 

•  删除页面：选择页面选项 Page Option > 删除页面 Delete Pages

•  编辑技巧 - 如何安全地布局你的相片书： 

http://www.pixajoy.com.my/branding/pixajoy/pdf/how-to-layout-your-photos-safely.pd  f 

• 如何调整照片的亮度和对比度：http://www.pixajoy.com.my/branding/pixajoy/pdf/getting-colour-right.pdf 

• 想通过预先设计的主题模板来创建你的相片书？点击此教程以了解更多详情：

http://www.pixajoy.com.my/branding/pixajoy/pdf/how-to-use-pre-designed-theme-templates.pdf

注意：Mini Softcover 6” x 6” 的总共页数是36页和48页。提交订单前，请确保照片的页数是36页或48页。不正

确的页数将无法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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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提交订单

4.1  加入您的订单到购物车

点击 "绿色的购物车订单 ” 按钮，您的订单将添加到购物车。

4.2   登录 / 注册

使用您的用户名 username  和密码 password，或注册成为新会员。

4.3  订单详情

您可以通过点击“修改 / Change ”  按钮，选择您喜欢的 lamination  “。一旦完成了选项，点击  继续 / Continue”

注意: 有关更多纸张 lamination详情,  请游览 http://www.pixajoy.com.my/about-us/quality-overview > Pap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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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4.4   收件人信息 /  配送方式

 确认送货地址和要发送您订单的配送方式。如果要更改收货地址，点击 “  修改 / Change”，然后一个新的屏幕会

弹出  ，让您更改地址的详情。

4.5  优优惠券号码 / 支付方法

输入您的优惠券号码（如果你有任何折扣 / 优惠号码），然后点击“  兑换 / Red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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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选择支付方式，并确认订单 Confirm Order。

 步骤 5：确认订单

一旦您的订单被接受，屏幕会显示您的订单号码 Order Number。请关闭此窗口并返回到应用程序以完成订购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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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6：上传文件 Upload Order /  通过邮件发送文件 Send Order via Mail

您的订单未完成，直到您相片书的文件已被上传。一旦软件识别出订单已被接受，它会显示上传方式至Pixajoy

服务器。

上传方法1  ：上传文件 Upload Order

一个新的屏幕显示上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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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一旦上传完成后，点击OK返回到应用程序。

上传方法 2：通过电邮发送文件 Send Order via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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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位置来保存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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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IAL
2.保存的文件将有（.ord）和（.eop）文件扩展名。

3.  压缩文件成文件夹。右键点击文件夹 >  发送到 Send To > 压缩文件夹 [Compressed (zipped) 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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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送订单文件？

1.  游览 www.sendspace.com

2.   点击“  浏览 / Browse”  并上传压缩文件夹 zipped folders

 （注：最大的文件大小：300MB。如果你的压缩文件夹是超过300MB，您需要将压缩文件分成几个文件

夹）。

3.   填写收件人 (hello@pixajoy.com.my) 和发件人的电邮。点击上传 Upload 进行上传的文件。

注意：当您已成功上传文件 ，您将收到 sendspace电子邮件通知。

4.   复制 “  下载页链接 Download Page Link ”，然后连同你的  订单号码 Order Number  电邮到

hello@pixajoy.com.my 。我们会将文件放入到您的订单里。

 步骤 7：检查订单详情

您可到 http://www.pixajoy.com.my/my-orders  的 “  我的订单 / My Orders” 查询订单状态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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