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造，编程，玩耍！

使用手册 



欢迎使用Botzees！

产品信息 
名称： Botzees
型号： 83101
包装内包含：130个零件，1套贴纸，1根USB连接线 
适用年龄范围： 4岁或以上
电池类型： 锂离子电池
电池容量： 1500mAh
输入电压： 直流 5V
主材料：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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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窒息危险——小零件， 玩具内含小球。
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

警告：!

Botzees是一款可爱的编程机器人，等你来建造和控制。使用多种传感器与
舵机，进行创造和编程，与这些可爱的新机器人一起玩耍吧！Botzees可通
过程序设定，进行移动、敲鼓、跳舞、发声等动作，还可以发光！

Botzees结合了搭建、编程和创造，能够大大提升学习能力与想象力！ 



盒中内容物

控制蓝牙
的电源按键 充电端口

科技件连接端口

万向轮连接点

扬声器

万向轮

1.主控模块： 
主控是Botzees的大脑。可以在主控上添加其他电子科技件与积木组件，将其打造成各种不同
的可移动机器人。 

连接点

可编程灯 

后部

底部

前部

长按按钮即可开启。 

再次长按按钮即可关闭。 



2.距离传感器模块： 

3.舵机模块：

距离传感器模块与舵机模块上的连接器，可以插入主控模块背后的连接端口。 

舵机模块是一个可以进行旋转运动的舵机。 

距离传感器模块可用于确定距离、检测障碍物。 

旋转轴与模块连接 

连接线

距离传感器与效果灯

连接线

连接器

连接器

模块连接

插入任意插口

充电端口

电源按键

请确保连接器对正确的方向。 



内含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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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产品不包含变压器。

贴纸



组合设置

启动应用程序，点击右上角的蓝牙连接按钮。
按钮呈红色且显示“OFF”字样，则说明蓝牙
未连接。

请确保您使用的电子设备已经启用蓝牙功能。 

2.连接至蓝牙 

1 2

1.下载应用程序
在App Store或Play Store搜索“Botzees AR”。 

可兼容： 

iOS 12+
iPhone XS与XS Max / iPhoneX与 XR
iPhone 8与8 Plus /iPhone 7与7 Plus
iPhone 6s与6s Plus
iPad Pro（全部型号）/iPad Air（第3代）a
iPad（第5代与第6代）/iPad mini （第5代）
Android 8.0+



6

请确保您的电子设备位于主控制模块25.4厘米
范围内，以便进行连接。

蓝牙连接已建立时，右上角的按钮会呈现绿色，
显示“ON”字样。 

按下主控模块后部的电源按钮，将其开启。3 4

当出现         时，即证明您已成功在设备与

主控制模块间建立了连接。 
5



3.连接蓝牙音频 

退出应用程序，前往您电子设备的“设置”菜单，
点击“蓝牙”选项。 

点击黄色的蓝牙音频连接按钮查看连接信息。 

您的电子设备会自动搜索蓝牙音频。搜到后，
点击“Pai_Audio_xxxxxx”进行连接。 

1

蓝牙音频成功连接后，会在蓝牙状态显示栏显示
“Connected”字样。 

4

2

3



受保人包含：
本保修仅限原终端购买方或作为礼物收到产品的人员使用，不包含任何
其他人员或受让人。

受保情况/受保时长：
除非在您的Pai产品使用说明书上另行声明，自原终端购买方以零售购买本产品
之日起，Pai保证，在全新状况、原版包装的情况下，由Pai授权的零售商出售给
您、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产品，1年之内不会出现任何生产质量、材料质量与工
艺质量问题。

不受保情况：
本保修不涵盖由于不当或不合理使用或维护导致的、由于未能遵循操作说明导致
的、由意外、过度潮湿、昆虫、雷击、电涌、连接至电压不合适的电源、未经许
可私自改动或改装原本状况导致的、由不当包装或运输过程导致的损坏；存储数
据的损坏或丢失；由于与非Pai提供产品一起使用造成的损坏；在设计、制造、许
可或授权国家之外使用需要进行改动或改造的产品，或由这些改动造成的损坏；
以及从未授权的零售商处购买的物品。

我们的承诺：
在保修期内，我们会在合理时间内，选择为您免费修理或更换（使用全新或翻新
的备用零件）任何出现故障的零件。

要获得有限保修服务，您需要：
退还产品，并附带从授权经销商处进行购买的证明。请通过
customerservice@pai.technology联络Pai Technology，
商讨退还产品与运输的相关事宜。

有限保修信息



其他法律权利：
此有限保修会给您带来特定的法律权利，您也可以拥有其他的法律权利，具体
取决于各州与各国家的规定。有些区域不允许暗示保修的限定，也不允许移除
或限制意外或间接损害，因此上述限定与排除情况可能对您并不适用。

监管合规性：Pai Technology Inc.在此声明，本设备符合2014/53/EU指令的规定，
满足其基本要求和其他相关条款。

 

护理您的产品

3.请定期检查线缆、插头、附件与其他零件是否出现损坏。若出现损坏，在损坏
修复之前请务必停止使用。

2.此设备遵循加拿大工业RSS-247规定。操作时，确定此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1.电池无法更换。

4. 此玩具不可连接至多于推荐数量的充电设备。
5.可充电电池仅可在成年人监护下进行充电。

提供此有限保修，即视为替代其他任意保修服务，无论明示、暗示还是书面、
口头，同时还包含任何适销性与适合特定目的的保证。Pai corporation的最高赔
付不超过您购买产品时支付的实际金额数。无论何种情况下，Pai都不会承担储
存数据的丢失、损害或损坏，或由任何原因导致的特殊、意外、间接或直接损
坏，包括且不限于设备及财产的更换、以及恢复、编程或重现您的Pai产品中任
意程序或数据所产生的任何成本。如果写有序列号的贴纸遭到损坏或被移除，
则该保修视为无效。

其他条件：



安全 

I. 安全使用 

      警告！

此产品拥有一件或以上无线部件。在特定情况下，无线设备的使用可能受到
限制：如飞机上、医院中，或靠近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如果您对于设备
在这些场合中的相关规定尚不清楚，请在启动您的设备前详细查阅有关受限场
所的规定。这些规定可能位于您产品的底部，或其他可见的位置。 

当电池报废后，请勿随家庭垃圾一起丢弃。请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
对报废电池进行处理。 

此文件可能会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进行修订。此产品的全面保修与服务已在
该产品和服务随附的有限保修协议中阐述清楚。Pai Technology Inc.不承担
任何技术问题、编辑问题、或文档中的遗漏所引起的责任。 

关于于本指南手册——本指南手册提供符合美国标准的规定、安全与环境信息。 

       警告！以此形式出现的文本表明，如果不仔细阅读相关说明，可能会导致人

为降低受伤风险、提升使用体验，请仔细阅读产品使用手册。 

员受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以此形式出现的文本表明，如果不仔细阅读相关说明，可能导致设备

以此形式出现的文本表明，有重要的补充性信息。 
损坏或信息丢失。
     注意：

注意：

1.规定

2.电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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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规、安全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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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电池难以在不影响保修的情况下进行更换或拆除。如果电池发生故障，
请通过customerservice@pai.tech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门。 

此产品已经过测试，满足美国关于电磁兼容性的标准要求。但，如果使用非本
公司的产品或其他推荐使用的配件，可能会导致本产品的电磁兼容性发生改变。 

美国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提升使用体验，请仔细阅读产品使用手册。 

警告！为降低发生失火或灼伤的风险，请勿拆解、碾压或 

请不要让儿童接触电池。 

其他健康与安全信息

穿刺电池本体。不要使电池外部直接与电路进行接触。不要将其置于火焰中
或水中。 

警告！

- 此产品必须在成年人直接监控下使用。
- 如果产品接触到液体或其他碎屑，请立即擦拭干净。
- 请勿随意抛丢、摔打产品。
- 请勿挤压产品或对产品表面施加过度压力，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变形或损坏。
- 请勿将产品放在加热设备或高电压设备周围，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其他
意外事故。
- 请使用柔软干燥的布料清洁产品。 请勿使用水进行清洗。
- 本产品不可与水接触。 

3.工厂封装电池 

4.电磁兼容性声明 

5. 电池安全



FCC合规声明 

（1）此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此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所有干扰信号，包括可能引起非预期操作的干扰信号。 

未经过合规确保部门的明确许可，擅自进行更改或改造，可能会导致用户使用设
备的权利被撤销。 

注意：

FCC辐射暴露声明： 

限制。这些规定与限制的制定，是为了在家庭环境中提供针对有害干扰的合理
保护。此设备生成、使用、且可以发射无线电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指示进行
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然而，我们也无法保证在某
个特定的安装情况下不会发生干扰。 如果此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信号接收
产生了有害干扰（可通过开启、关闭此设备进行测试），建议用户采用以下一
种或多种手段尝试消除干扰：
重新调整或摆放接收天线。
加大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不同的电路。
寻求销售商或资深无线电/电视技师的帮助。 

此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中B级数字设备的各项规定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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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发射器不可以和其他任何天线或发射器于同位置或相近位置使用。
此设备遵循FCC为不受控环境设定的无线电射频辐射暴露限制。 

此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的规定。 操作时，请确保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IC合规声明  

此设备遵循加拿大工业执照豁免RSS标准。操作时，请确保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此设备不会造成干扰。
（2）此设备必须接受所有干扰信号，包括可能引起非预期操作的干扰信号。 

 



©2019 保留所有权利。iPhone、iPad、iPad Mini与iPad Pro
均为苹果公司的商标。Google Play为谷歌公司的商标。 

符合                                                                            相关标准。ASTM F963, CPSIA, EN71 & ROHS

中国制造

FCC ID: 2APRA83101     IC: 23852-83101



www.pai.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