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造，編程，玩耍！

使用手冊



歡迎使用Botzees！

產品信息
名稱： Botzees
型號： 83101
包裝內包含：130個零件，1套貼紙，1根USB連接線
適用年齡範圍： 4歲或以上
電池類型： 鋰離子電池
電池容量： 1500mAh
輸入電壓： 直流 5V
主材料：ABS

Pai Technology Inc. 
520 Broadway, Second Floor, Santa Monica, CA 90401. 

窒息危險——小零件， 玩具內含小球。
不適合3歲以下兒童使用。

警告：!

Botzees是一款可愛的編程機器人，等你來建造和控制。使用多種傳感器與
舵機，進行創造和編程，與這些可愛的新機器人一起玩耍吧！ Botzees可
通過程序設定，進行移動、敲鼓、跳舞、發聲等動作，還可以發光！

Botzees結合了搭建、編程和創造，能夠大大提升學習能力與想像力！



盒中內容物

控制藍牙
的電源按鍵 充電端口

科技件連接端口

萬向輪連接點

揚聲器

萬向輪

1.主控模塊：
主控是Botzees的大腦。可以在主控上添加其他電子科技件與積木組件，將其打造成各種不同
的可移動機器人。

連接點

可編程燈

後部

底部

前部

長按按鈕即可開啟。

再次長按按鈕即可關閉。



2.距離傳感器模塊：

3.舵機模塊：

距離傳感器模塊與舵機模塊上的連接器，可以插入主控模塊背後的連接端口。

舵機模塊是一個可以進行旋轉運動的舵機。

距離傳感器模塊可用於確定距離、檢測障礙物。

旋轉軸與模塊連接

連接線

距離傳感器與效果燈

連接線

連接器

連接器

模塊連接

插入任意插口

充電端口

電源按鍵

請確保連接器對正確的方向。



內含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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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產品不包含變壓器。

貼紙



組合設置

啟動應用程序，點擊右上角的藍牙連接按鈕。
按鈕呈紅色且顯示“OFF”字樣，則說明藍牙
未連接。

請確保您使用的電子設備已經啟用藍牙功能。

2.連接至藍牙

1 2

1.下載應用程序
在App Store或Play Store搜索“Botzees AR”。

可兼容：

iOS 12+
iPhone XS與XS Max /iPhoneX與 XR
iPhone 8與8 Plus /iPhone 7與7 Plus
iPhone 6s與6s Plus
iPad Pro（全部型號）/iPad Air（第3代）
iPad（第5代與第6代）/iPad mini （第5代）
Android 8.0+



6

請確保您的電子設備位於主控制模塊25.4厘米
範圍內，以便進行連接。

藍牙連接已建立時，右上角的按鈕會呈現綠色，
顯示“ON”字樣。

按下主控模塊後部的電源按鈕，將其開啟。3 4

當出現         时，時，即證明您已成功在設備與

主控制模塊間建立了連接。
5



連接藍牙音頻

退出應用程序，前往您電子設備的“設置”菜單，
點擊“藍牙”選項。

點擊黃色的藍牙音頻連接按鈕查看連接信息。 

您的電子設備會自動搜索藍牙音頻。搜到後，
點擊“Pai_Audio_xxxxxx”進行連接。

1

藍牙音頻成功連接後，會在藍牙狀態顯示欄顯示
“Connected”字樣。

4

2

3



本保修僅限原終端購買方或作為禮物收到產品的人員使用，不包含任何
其他人員或受讓人。

受保情況/受保時長：
除非在您的Pai產品使用說明書上另行聲明，自原終端購買方以零售購買本產品
之日起，Pai保證，在全新狀況、原版包裝的情況下，由Pai授權的零售商出售給
您、在正常情況下使用的產品，1年之內不會出現任何生產質量、材料質量與工
藝質量問題。

不受保情況：
本保修不涵蓋由於不當或不合理使用或維護導致的、由於未能遵循操作說明導致
的、由意外、過度潮濕、昆蟲、雷擊、電湧、連接至電壓不合適的電源、未經許
可私自改動或改裝原本狀況導致的、由不當包裝或運輸過程導致的損壞；存儲數
據的損壞或丟失；由於與非Pai提供產品一起使用造成的損壞；在設計、製造、
許可或授權國家之外使用需要進行改動或改造的產品，或由這些改動造成的損壞；
以及從未授權的零售商處購買的物品。

我們的承諾：
在保修期內，我們會在合理時間內，選擇為您免費修理或更換（使用全新或翻新
的備用零件）任何出現故障的零件。

要獲得有限保修服務，您需要：
退還產品，並附帶從授權經銷商處進行購買的證明。請通過
customerservice@pai.technology聯絡Pai Technology，
商討退還產品與運輸的相關事宜。

有限保修信息



其他法律權利：
此有限保修會給您帶來特定的法律權利，您也可以擁有其他的法律權利，具體
取決於各州與各國家的規定。有些區域不允許暗示保修的限定，也不允許移除
或限制意外或間接損害，因此上述限定與排除情況可能對您並不適用。

監管合規性：Pai Technology Inc.在此聲明，本設備符合2014/53/EU指令的規定，
滿足其基本要求和其他相關條款。

 

護理您的產品

3.請定期檢查線纜、插頭、附件與其他零件是否出現損壞。若出現損壞，在損壞
修復之前請務必停止使用。

2.此設備遵循加拿大工業RSS-247規定。操作時，確定此設備不會造成有害干擾。
1.電池無法更換。

4. 此玩具不可連接至多於推薦數量的充電設備。
5.可充電電池僅可在成年人監護下進行充電。

提供此有限保修，即視為替代其他任意保修服務，無論明示、暗示還是書面、
口頭，同時還包含任何適銷性與適合特定目的的保證。 Pai corporation的最高
賠付不超過您購買產品時支付的實際金額數。無論何種情況下，Pai都不會承
擔儲存數據的丟失、損害或損壞，或由任何原因導致的特殊、意外、間接或直
接損壞，包括且不限於設備及財產的更換、以及恢復、編程或重現您的Pai產品
中任意程序或數據所產生的任何成本。如果寫有序列號的貼紙遭到損壞或被移
除，則該保修視為無效。

其他條件：



安全 

I. 安全使用 

      警告！

此產品擁有一件或以上無線部件。在特定情況下，無線設備的使用可能受到
限制：如飛機上、醫院中，或靠近易燃易爆、危險品的場所。如果您對於設
備在這些場合中的相關規定尚不清楚，請在啟動您的設備前詳細查閱有關受
限場所的規定。這些規定可能位於您產品的底部，或其他可見的位置。

當電池報廢後，請勿隨家庭垃圾一起丟棄。請根據當地的法律法規，
對報廢電池進行處理。

此文件可能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進行修訂。此產品的全面保修與服務已在
該產品和服務隨附的有限保修協議中闡述清楚。 Pai Technology Inc.不承擔任何
技術問題、編輯問題、或文檔中的遺漏所引起的責任。

關於於本指南手冊——本指南手冊提供符合美國標準的規定、安全與環境信息。

       警告！以此形式出現的文本表明，如果不仔細閱讀相關說明，可能會導致人

為降低受傷風險、提升使用體驗，請仔細閱讀產品使用手冊。

員受傷，嚴重時可危及生命。
以此形式出現的文本表明，如果不仔細閱讀相關說明，可能導致設備

以此形式出現的文本表明，有重要的補充性信息。
損壞或信息丟失。 
     注意：

注意：

1.規定

2.電池處理

I. Safe usage

      Warning!
the detailed product manual.

This product has one or more wireless components installed. In certain circum-
stances, wireless devices may be restricted: on airplanes, in hospitals, or near 
flammable, explosive, or hazardous materials. If you are not certain of the rules 

-

法規、安全與環境：



customerservice@pai.technology.

of the product.

      Warn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please read the detailed product manual.

      Warn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fire or burn injuries, do not disassemble, crush, or 

circuits. Do not place into fire or water.
      Warning! 

6. Power cable
       Note! To reduce th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or equipment damage, 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If the power cord is equipped with a 3-pronged plug, plug the power cord into a 
grounded 3-hole socket. Do not tamper with the grounding prong on the power 
cord, as it plays an important safety role.
       Note! The toy shall only be used with a transformer for toys，and the output 
which is DC 5V is suitable. The transformer is not a toy, and misuse of the transform-
er can cause electrical shock.
       Warning! -
ble power adapter or a replacement adapter provided by Pai Technology.

- This product must be used under direct supervision by adults.
- Please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e warranty to prolong the product’s life.

本產品電池難以在不影響保修的情況下進行更換或拆除。如果電池發生故障，
請通過customerservice@pai.tech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部門。

此產品已經過測試，滿足美國關於電磁兼容性的標準要求。但，如果使用非本
公司的產品或其他推薦使用的配件，可能會導致本產品的電磁兼容性發生改變。

美國警告，為降低受傷風險、提升使用體驗，請仔細閱讀產品使用手冊。

警告！為降低發生失火或灼傷的風險，請勿拆解、碾壓或

請不要讓兒童接觸電池。

其他健康與安全信息

穿刺電池本體。不要使電池外部直接與電路進行接觸。不要將其置於火焰中
或水中。

警告！

- 此產品必須在成年人直接監控下使用。
- 如果產品接觸到液體或其他碎屑，請立即擦拭乾淨。
- 請勿隨意拋丟、摔打產品。
- 請勿擠壓產品或對產品表面施加過度壓力，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變形或損壞。
- 請勿將產品放在加熱設備或高電壓設備周圍，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損壞或其他
意外事故。
- 請使用柔軟乾燥的布料清潔產品。請勿使用水進行清洗。
- 本產品不可與水接觸。

3.工廠封裝電池

4.電磁兼容性聲明

5. 電池安全



FCC合規聲明

（1）此設備不會造成有害干擾。
（2）此設備必須接受收到的所有乾擾信號，包括可能引起非預期操作的干擾信號。

未經過合規確保部門的明確許可，擅自進行更改或改造，可能會導致用戶使用
設備的權利被撤銷。

注意：

FCC輻射暴露聲明：

限制。這些規定與限制的製定，是為了在家庭環境中提供針對有害干擾的合理
保護。此設備生成、使用、且可以發射無線電射頻能量，如果不按照指示進行
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然而，我們也無法保證在某
個特定的安裝情況下不會發生干擾。如果此設備確實對無線電或電視信號接收
產生了有害干擾（可通過開啟、關閉此設備進行測試），建議用戶採用以下一
種或多種手段嘗試消除乾擾：
重新調整或擺放接收天線。
加大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器不同的電路。
尋求銷售商或資深無線電/電視技師的幫助。

此設備已經過測試，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中B級數字設備的各項規定與

-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
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

-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elevision technician for help.

此發射器不可以和其他任何天線或發射器於同位置或相近位置使用。
此設備遵循FCC為不受控環境設定的無線電射頻輻射暴露限制。

此設備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的規定。操作時，請確保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IC合規聲明

此設備遵循加拿大工業執照豁免RSS標準。操作時，請確保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此設備不會造成乾擾。
（2）此設備必須接受所有乾擾信號，包括可能引起非預期操作的干擾信號。

 



©2019 保留所有權利。 iPhone、iPad、iPad Mini與iPad Pro
均為蘋果公司的商標。 Google Play為谷歌公司的商標。

符合                                                                            相關標準。ASTM F963, CPSIA, EN71 & ROHS

中國製造

FCC ID: 2APRA83101     IC: 23852-83101



www.pai.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