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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請勿接觸本產品的電子元件、電池。用戶請勿自行維護產品內部組件，請交由合格的維修
人員維修本產品，並確保充電座的電源額定電壓符合標準插座電壓。



3Zenbo 用戶手冊

目錄內容
歡迎使用.......................................................................................................................................8

使用注意事項 ..........................................................................................................................11

安全操作 ...............................................................................................................................11

產品清潔與保養 .................................................................................................................11

操作環境 ...............................................................................................................................11

建議使用本產品的家中環境 ..........................................................................................12

包裝內容....................................................................................................................................13

第 1 章：首次使用

初始化設置 ...............................................................................................................................17

基本操作模式 ..........................................................................................................................25

通知面板操作 .....................................................................................................................25

喚醒 Zenbo Qrobot ..............................................................................................................26

語音喚醒 ...............................................................................................................................26

自定義喚醒詞 .....................................................................................................................26

手動喚醒 ...............................................................................................................................27

三種收聽模式畫面 .................................................................................................................28

藍色大波浪 ..........................................................................................................................28

藍色小波浪 ..........................................................................................................................29

疑問泡泡 ...............................................................................................................................29

常用語音指令 ..........................................................................................................................30

第 2 章：認識 Zenbo Qrobot

規格表 ........................................................................................................................................31

前視圖 ........................................................................................................................................33

後視圖 ........................................................................................................................................34

左右輪指示燈說明 .................................................................................................................35

感測器功能說明 ......................................................................................................................35



4 Zenbo 用戶手冊

連接電源充電器 ......................................................................................................................36

開機 / 關機 / 休眠模式 .......................................................................................................38

開啟 Zenbo Qrobot 電源 ..............................................................................................38

關閉 Zenbo Qrobot 電源 ..............................................................................................38

緊急停止 Zenbo Qrobot .....................................................................................................39

濾藍光功能 ...............................................................................................................................39

使用 Zenbo Qrobot 充電座 ...............................................................................................40

利用語音指令使 Zenbo Qrobot 導航回充電座 .....................................................41

緊急求助....................................................................................................................................42

保持設備固件的最新狀態 ...................................................................................................42

備份文件數據 ..........................................................................................................................43

第 3 章：應用功能

手動運行應用功能 .................................................................................................................44

Zenbo 小跟班 ..........................................................................................................................45

Zenbo 編程樂 ..........................................................................................................................46

語音指令 ...............................................................................................................................46

Zenbo 商城 ..............................................................................................................................48

首次使用 ...............................................................................................................................48

語音指令 ...............................................................................................................................48

力豆好好玩 ...............................................................................................................................49

語音指令 ...............................................................................................................................49

多納學英語 ...............................................................................................................................50

語音指令 ...............................................................................................................................50

小牛頓說故事 ..........................................................................................................................51

語音指令 ...............................................................................................................................51

提醒  ............................................................................................................................................52

首次使用 ...............................................................................................................................52

語音指令 ...............................................................................................................................52



5Zenbo 用戶手冊

瀏覽器 ........................................................................................................................................53

首次使用 ...............................................................................................................................53

語音指令 ...............................................................................................................................53

相冊  ............................................................................................................................................54

首次使用 ...............................................................................................................................54

語音指令 ...............................................................................................................................54

相機  ............................................................................................................................................55

首次使用 ...............................................................................................................................55

語音指令 ...............................................................................................................................55

面部管理....................................................................................................................................56

語音指令 ...............................................................................................................................56

視頻通話....................................................................................................................................57

首次使用 ...............................................................................................................................57

語音指令 ...............................................................................................................................57

計時器 ........................................................................................................................................58

首次使用 ...............................................................................................................................58

語音指令 ...............................................................................................................................58

計算器 ........................................................................................................................................59

首次使用 ...............................................................................................................................59

計算器語音指令 .................................................................................................................59

單位換算語音指令 ............................................................................................................59

設置  ............................................................................................................................................60

語音指令 ...............................................................................................................................60

語音備忘....................................................................................................................................61

首次使用 ...............................................................................................................................61

語音指令 ...............................................................................................................................61

語音錄音....................................................................................................................................63

首次使用 ...............................................................................................................................63



6 Zenbo 用戶手冊

語音指令 ...............................................................................................................................63

說故事 ........................................................................................................................................64

語音指令 ...............................................................................................................................64

鬧鐘  ............................................................................................................................................65

首次使用 ...............................................................................................................................65

語音指令 ...............................................................................................................................65

智能遙控....................................................................................................................................67

紅外線設備 ..........................................................................................................................67

翻譯官 ........................................................................................................................................69

語音指令 ...............................................................................................................................69

騰訊雲小微服務功能 ............................................................................................................70

時間 ........................................................................................................................................70

天氣 ........................................................................................................................................70

新聞 ........................................................................................................................................70

音樂 ........................................................................................................................................71

廣播/電臺 .............................................................................................................................71

通話 ........................................................................................................................................71

消息 ........................................................................................................................................72

百科 ........................................................................................................................................72

股票 ........................................................................................................................................73

星座運勢 ...............................................................................................................................73

解夢 ........................................................................................................................................73

Zenbo 小主人 ..........................................................................................................................74

主畫面 ...................................................................................................................................75

遠端遙控畫面 .....................................................................................................................75

定時巡邏 ...............................................................................................................................76

Zenbo 伴時光 ..........................................................................................................................78

智能識別....................................................................................................................................80



7Zenbo 用戶手冊

創建家庭地圖 ..........................................................................................................................85

規劃創建地圖路線 ............................................................................................................85

開始創建地圖 .....................................................................................................................87

語音指令 ...............................................................................................................................87

掃描地圖 ...............................................................................................................................87

編輯地圖 ...............................................................................................................................99

標記地圖 ............................................................................................................................104

第 4 章：清潔保養

附錄

REACH 信息 .........................................................................................................................121

廢棄物處理 ............................................................................................................................121

保修信息.................................................................................................................................123

產品保修期限 ..................................................................................................................123

法定條款 ............................................................................................................................123



8 Zenbo 用戶手冊

歡迎使用

Zenbo Qrobot 為一款家庭服務型機器人，整合人工智能 (AI)、移動、視覺、聽
覺等新科技，塑造出圓潤可愛的外形及活靈活現的個性。Zenbo Qrobot 團隊通過
使用者情境觀察、調查和模擬人體工學，設計出靈巧且智慧的對話反應，使 Zenbo 
Qrobot 具成長性及情感連結，拉進家人間的距離，為您的家庭帶來煥然一新的生活
體驗！

關注華碩 Zenbo Qrobot 微信公眾號，
快速瞭解 Zenbo Qrobot：

下載完整版的 Zenbo Qrobot 用戶手冊，瞭解 Zenbo Qrobot 豐富的功能及操作：

歡迎登錄華碩官方網站，瞭解 Zenbo 
Qrobot 最新消息及相關活動資訊：

https://zenbo.asu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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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bo 編程樂也可以在“Zenbo 小主人”程序中點擊進入【更多應用】頁面，選擇對
應的程序名稱進行下載。

Zenbo 小主人 APP 下載

Zenbo 編程樂 APP 下載

Android

Android iOS

iOS

產品使用的疑難排解： 官網服務支持頁面：



10 Zenbo 用戶手冊

騰訊雲小微 APP 下載

iOS / Android

Android

Zenbo 伴時光 APP 下載

* Zenbo 伴時光的也可以在“Zenbo 小主人”程序中點擊進入【更多應用】頁面，選擇
對應的程序名稱進行下載。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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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安全操作
• 請確保兒童在監督的情況下，安全的使用、清潔及維護本產品。

• 請將本產品遠離火源和其他熱源處等高溫環境，例如: 爐火、電暖器、微波
爐、烤箱等；以及請避免此產品受到陽光直射。

• 請勿使本產品受到強烈的撞擊或震動，否則可能導致故障、著火或爆炸等危
險事故發生。

• 請勿存取、檢索、複製、修改、分發本產品相關軟件或將其用於其他用途。

• 請勿擅自拆卸或改裝本產品，否則本產品及配件將不在本公司保修範圍內。

• 請勿擅自更換本產品電池，否則將影響保修並可能造成危險事故發生。若有
更換電池需求，請使用華碩原廠電池，並請專業人員進行更換作業，廢棄電
池請依照製造商說明處理。

• 如需手動搬移本產品時，請同時抓取機身頸部
及扶托機身底部，如圖示說明。注意：抓取機
身頸部時，請盡量將手部位置靠近機身，以免
遭頭部轉軸處夾傷。

• 請勿以外力強制調整本產品的頭部角度，若欲
調整，請從屏幕上方位置由上往下滑出操控面
板，在此調整頭部位置。

產品清潔與保養
• 本產品不防水，請避免將其置入任何液體之中，若不慎受到液體潑灑，請用

擦拭布清理即可，或是參考第四章【清潔保養】的詳細說明。

• 若本產品無法順暢移動行走時，建議參考第四章【清潔保養】步驟進行機身
底部前後輪的拆卸清理。

操作環境
• 建議操作環境溫度為 0°C (32°F) 至 40°C (104°F)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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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本產品的家中環境

室內環境
• 本產品限室內使用。

• 請確保使用環境的地板平坦，避免樓梯、超過 1.5 釐米的高低落差。

• 請儘量避開環境中的障礙物，以免影響本產品前進。

• 本產品的防碰撞功能在以下情形可能無法正確偵測：

 （１）執行罐頭動作原地旋轉之移動。

 （２）僅碰撞到頭部。

 （３）在不平穩的地板上移動後接續遇到碰撞。

 （４）移動速度緩慢的輕微碰撞。

家具擺設
• 使用環境中的相關擺設為黑色時，本產品可能會誤判為落差或是地洞。為了

強化本產品對於行走環境之判斷，相關擺設建議以淺色系為主。

燈光
• 使用環境的燈光建議儘量不要使用嵌燈。

• 家中燈光改變可能會影響本產品的定位信息。

語音指令
• 下達語音指令時，環境不應過於嘈雜，勿多人同時下達語音指令，以免影響 

本產品的判斷。

• 進行使用者識別時，建議本產品前方以一位使用者為主並下達指令，以方便 
本產品順利識別。

• 執行家電控制功能時，本產品必須與該電器在同一房間才可使用。

無線網絡
• 建議在網絡連接良好的環境裡將本產品連接至無線網絡，以使用本產品的完

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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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前，請確認已經閱讀本手冊中的所有安全注意事項以及操作說明，以避
免受傷或造成 Zenbo Qrobot 損壞。

包裝內容
請檢查下面所列出的各項標準配件是否齊全。

說明：

• 若任何一項配件有損壞或是短缺的情形，請盡速與您的購買渠道聯繫。

• 以上圖示僅供參考，實際產品配件可能因購買的方案而有所不同。

 Zenbo Qrobot 

電源適配器與電源線
用戶手冊
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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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紅色緊急按鈕順時針旋轉並彈起以解除鎖定。

1. 請詳讀屏幕上貼紙信息後移除貼紙。

2. 開啟 Zenbo Qrobot 藍框後蓋。

第 1 章：

1首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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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 Zenbo Qrobot 藍框後蓋蓋回。

重要！蓋回後蓋時請勿過於用力，以免使緊急按鈕再次鎖上。

5. 連接電源適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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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啟 Zenbo Qrobot 電源

 請長按 Zenbo Qrobot 下巴處的電源按鈕 1 秒以上以開啟電源。

電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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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設置
首次開機時您會看到歡迎畫面，接著請依照畫面指示進行初始化設置。

注意！請在 Wi-Fi 信號良好的場所將 Zenbo Qrobot 連接電源，以進行初始化設置。

請依照以下步驟進行初始化設定：

1. 請選擇 Android 操作系統的使用語言，然後點擊【下一步】。

2. 請由 WLAN 設置頁面選擇欲連接的無線網絡，然後點擊【下一步】。

說明：  連上網絡後，系統若檢測到最新版本固件，將自行進行更新，過程中請確保
網絡連接狀態良好，否則將影響版本更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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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意華碩的服務條款和條件，點擊【下一步】。

4. 系統自動檢測是否有最新版固件，若有，則自動進行更新，若未檢測到，則跳過
此步驟。

5. 按下【開始】，然後點擊屏幕中央的【START Zenbo】以正式啟用 Ze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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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enbo 會出現臉部表情並開口打招呼，請接著進行 Zenbo 的設定。

7. 請註冊並設置機器人賬號。

8. 請註冊並設置管理員，請按照畫面提示，輸入個人資料並進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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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管理員必須使用搭載 Android 4.4.0 或 iOS 10.0 或以上版本的智能手機才能管
理 Zenbo Qrobot。

• 請務必安裝手機應用程序以免影響後續 Zenbo Qrobot 設置。

Zenbo 小主人 APP 下載

Android iOS

9. 請按照畫面指示進行手機認證。

10. 用手機掃描 Zenbo 臉上的二維碼，下載並安裝“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您
也可以掃描下方的二維碼，或至 APP Store 或“豌豆莢”“360應用市場”搜索
並安裝此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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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在手機上開啟安裝好的“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並登錄。您可以選擇 QQ 
登錄、微信登錄或使用華碩賬號登錄。

 登錄後，點擊【綁定機器人】，接著用手機掃描 Zenbo 屏幕上的二維碼，按照
屏幕提示完成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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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在 Zenbo 上點擊【下一步】完成認證並確認基本資料。完成管理員註冊後點
擊【確定】。

13. 系統會提示您安裝騰訊雲小微服務。請用手機掃描 Zenbo 臉上的二維碼安裝
“騰訊雲小微”APP，並按照畫面提示完成設備的添加和綁定。若您想稍後再使
用此服務，請點擊【稍後綁定】。

騰訊雲小微 APP 下載

iOS /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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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若您還要增加其他家人信息，請點擊【添加家人】，若無可點擊【稍後添加】。

15. 請觀看 Zenbo 的使用教學。觀看結束後點擊【完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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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閱讀“智能識別”說明，然後點擊【我知道了】。

說明：註冊人臉與聲紋的詳細步驟請參考第 80 頁的“智能識別”的說明。

說明： 環境掃描的詳細步驟請參考第 85 頁的“創建家庭地圖”的說明。

16. 閱讀“環境掃描”說明，然後點擊【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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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面板操作

基本操作模式

從屏幕上方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以開啟通知面板及快速設置菜單。

調整 
Zenbo 

Qrobot 的
脖子角度

拖曳調整
音量 點擊以開啟音量調整菜單

圖示說明如下：
 鈴聲音量  

 音樂音量

 鬧鈴音量
 Zenbo Qrobot 說話音量

拖曳調整
屏幕亮度

點擊以進行顯示
相關設置

開啟應用程序集

鎖定 / 解鎖 Zenbo 
Qrobot 左右輪圈

開啟或關閉手動喚醒
功能

點擊圖示以開啟 / 關閉
無線網絡、藍牙、定位
等功能

設置菜單

電池電量

用戶資料

無線網絡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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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 Zenbo Qrobot

語音喚醒

• 對 Zenbo Qrobot 說喚醒詞“嗨，小布”或“Hey, Zenbo”，Zenbo Qrobot 臉上

亮起藍色大波浪，即可開始下語音指令。

• 變換功能時需要再次喊喚醒詞“嗨，小布”或“Hey, Zenbo”。

自定義喚醒詞

您可以自定義 Zenbo Qrobot 的喚醒詞，用於語音喚醒。

請按照以下步驟自定義喚醒詞：

1. 請在 Zenbo Qrobot 模式下從屏幕上方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開啟通知面板。

2. 點擊【應用程序集】。

3. 點擊【設置】。

4. 點擊【喚醒設置】>【自定義喚醒詞】。

5. 點擊【編輯】開始編輯自定義喚醒詞，喚醒詞必須為四個中文字符。編輯完成後
點擊【確定】。

6. 設置完成後，說自定義的喚醒詞也可喚醒 Zenbo Qrobot。

說明：

•  設置自定義喚醒詞後，系統預設的喚醒詞“嗨，小布”及“Hey, Zenbo”仍然有

效。

•  自定義喚醒詞必須為中文四個音節，不可使用家庭成員名稱、唇齒音（如“日
思”、叠字（如寶寶）、相鄰音節（如親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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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喚醒
除了說喚醒詞，您也可以手動喚醒 Zenbo Qrobot，讓其進入收音模式。

請按照以下步驟使用手動喚醒功能：

1. 從屏幕上方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以開啟通知面板。點擊【手動喚醒】按鈕開
啟此功能。

說明：在首次使用本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瞭解此模式的功能和操作。

2. 手動喚醒功能開啟後，Zenbo Qrobot 面頰兩側會出現藍色發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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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用手指將任意一側的藍色發光部分往中間拖動，即可進入收音模式。此時您可
以開始下語音指令。

三種收聽模式畫面

藍色大波浪
說喚醒詞或手動開啟收音後，Zenbo Qrobot 會出現如下畫面，等待您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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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小波浪
Zenbo Qrobot 正在 APP 裡聽指令，此時可直接下指令（無須再次說喚醒詞或手

動開啟收音）。

疑問泡泡
下指令後，Zenbo Qrobot 沒有聽懂，此時請調整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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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語音指令

移動指令

調整音量

調整播放

調整亮度

聊天對話

天氣狀態

播放新聞

播放故事

播放音樂

拍照

視頻通話

跟隨功能

Zenbo 編程樂

濾藍光

使用教學

結束 APP

* 更多語音指令，請參考官網【產品】>【服務支持】>【手冊及文件】

播放 暫停 上一首

早上好

跟我來

下一首

晚上好你好

結束

再見

我要照相

不要跟了

我要提示

大聲一點 小聲一點

請過來一下

我要聽故事

把聲音關掉

我要打電話

開啟濾藍光 關閉濾藍光

我要玩編程樂

我要聽周杰倫的歌

今天有什麼新聞

打電話給爸爸

屏幕亮一點 屏幕暗一點

今天北京天氣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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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機型 Zenbo Qrobot

外觀尺寸（長 x 寬 x 高） 37 x 37 x 62 釐米

重量 10 千克

操作系統 Android

CPU Z8550 2.4GHz Q.C

內存 4GB

存儲空間 32GB 或 128GB

電源 AC
輸入：100-240V AC 50/60Hz

輸出：19V DC，2.37A，45W

電池 95Wh

感測器

防掉落感測器

超聲波測距感測器

自動回充感測器

觸控感測器

相機 3D 相機鏡頭、1300 萬像素相機

顯示屏幕 10.1 寸 LCD 屏幕、WXGA、10 點觸控技術

麥克風 4 x 數字麥克風

音響 1 x 15W

語音能力

支持中文

語音接收距離 5 米

語音識別距離 2 米

語音識別率：4 歲約 66.4%、7 歲約 92%

第 2 章：

2認識 Zenbo Q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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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規格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請以官網更新信息為準。

轉動角度 速度 加速度

頭（上 / 下） 最大 -15° 最大 55° 最大 140° /s 最小 14° /s 最大 280° /s2

頭（左 / 右） 最大 -45° 最大 45° 最大 150° /s 最小 18° /s 最大 250° /s2

身體移動 N/A 最大 0.5 m/s 最小 0.1 m/s 最大 0.5 m/s2

身體旋轉 N/A 最大 270° /s 最小 54° /s 最大 270° /s2

移動能力

避障能力
前方超聲波測距感測器偵測距離 25 - 60 釐米

左右超聲波測距感測器偵測距離 15 - 60 釐米

連接功能

Wi-Fi 802.11a/b/g/n/ac 2.4G & 5G

Bluetooth BT4.0

CIR - 940nm

I/O 接口 1 x USB 3.0 TYPE A 接口（頭部）

LED 輪燈 左側、右側

環境條件 室內操作溫度：15℃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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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右輪 LED 指示燈

防掉落感測器

防掉落感測器 超聲波測距感測器

超聲波測距感測器

電源按鈕

觸控屏幕

USB 3.0 接口上蓋

燈光感應器

3D 相機

紅外線控制器

1300 萬像素
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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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視圖

防掉落感測器
自動回充感測器

超聲波測距感測器

左輪 LED 指示燈

電源插孔

藍框後蓋（內有紅色緊急按鈕）

觸控感測器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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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顏色 音效 狀態

異常 / 警告提示
紅色，整圈恆亮 P 不可恢復性異常

紅色，整圈恆亮 可恢復性異常

電源相關提示

橘色，整圈閃爍 即將沒電

綠色，整圈恆亮 充電完成（連接電源）

橘色，漸層跑馬燈 充電中（連接電源）

正常運行提示

藍色，霓虹跑馬燈 應用程序運行中

藍色，第 1、2、8 顆 
LED 燈閃爍，其他 5 
顆恆亮

信息

藍色，整圈恆亮 待命

藍色，呼吸燈 休眠

開關機提示
藍色，漸層跑馬燈 P 開機

P 關機

感測器 功能

防掉落感測器 利用紅外線感測器偵測，以避免掉落高度差及樓梯。

超聲波測距感測器 利用超聲波測距感測器偵測四周障礙物並進行避障。

自動回充感測器
利用紅外線感測器偵測 Zenbo Qrobot 充電座的位置，以返回 
Zenbo Qrobot 充電座進行充電。

觸控感測器 使用於觸摸 Zenbo Qrobot 頭部的快速功能。

左右輪指示燈說明

感測器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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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充電器
為 Zenbo Qrobot 充電前請先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重要！

•  請使用包裝盒中的電源適配器及電源線為 Zenbo Qrobot 充電，使用其他電源充
電器可能造成 Zenbo Qrobot 故障。

•  為 Zenbo Qrobot 充電前，請先撕去電源適配器及電源線上的膠膜，以免造成危
險。

•  本產品適用的電源輸入電壓範圍為 100-240V~1.2A。

•  初次使用時，請先為 Zenbo Qrobot 充電 4 小時。您可以由通知面板確認電
量，請參考第 25 頁的“通知面板操作”的說明，或是通過語音指令“嗨，
小布，電池還有電嗎？”詢問電量。

• 首次開機與充電前必須先解除緊急按鈕鎖定，請參考第 14 頁的“第 1 章：
首次使用”的說明。

請依照以下步驟為 Zenbo Qrobot 充電：

1. 將包裝盒中的電源適配器連接 Zenbo Qrobot 後方的電源插孔。

2. 將電源適配器插頭連接至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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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若下達語音指令時，Zenbo Qrobot 已連接電源線充電中，會告知“Zenbo 在
充電，不可以亂跑！”，請移除電源線 Zenbo Qrobot 才可移動。若移除電源
線後 Zenbo Qrobot 仍電量不足，會告知“Zenbo Qrobot 充滿電後才能工作
喔！”。

• Zenbo Qrobot 為低電量時，會告知“我快沒電了，請幫我充電”，請為 Zenbo 
Qrobot 連接電源線與電源適配器或使用充電座進行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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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 / 關機 / 休眠模式

開啟 Zenbo Qrobot 電源
• 未連接電源充電器時：請長按 Zenbo Qrobot 下巴處的電源按鈕 1 秒以上以開啟

電源。

• 連接電源充電器時： 長按 Zenbo Qrobot 下巴處的電源按鈕後，畫面將先顯示充
電模式後才會進行開機。

關閉 Zenbo Qrobot 電源
請長按 Zenbo Qrobot 下巴處的電源按鈕 1 秒以上並選擇【確定】以關閉電源。

休眠模式
按一下 Zenbo Qrobot 下巴處的電源按鈕使 Zenbo Qrobot 進入休眠模式。

重要！首次開機前必須先解除緊急按鈕鎖定，請參考第 14 頁的“第 1 章：首次
使用”的說明。

電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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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長按電源按鈕時可選擇以下功能。

• 關機：關閉 Zenbo Qrobot 電源。

• 機器人系統重設： 清空後臺運行程序以提升 Zenbo Qrobot 運行速度；死機或異
常時可嘗試選擇此功能強制 Zenbo Qrobot 恢復正常。您也可
以利用“嗨，小布，重設系統”或“嗨，小布，重設”的語音
指令進行系統重設。

重要！若遇緊急情況將按鈕鎖上，請記得於下次使用前解除緊急按鈕鎖定。

緊急停止 Zenbo Qrobot
當 Zenbo Qrobot 發生不正常情況時，可按下緊急按鈕使 Zenbo Qrobot 關機。

濾藍光功能
Zenbo Qrobot 可支持貼心的濾藍光功能，能最大程度緩解視覺疲勞，保護您的眼

睛健康。

您可以手動至【應用程序集】 > 【設置】中開啟或關閉濾藍光功能，也可以通過
“嗨，小布，開啟濾藍光”或“嗨，小布，關閉濾藍光”的語音指令來進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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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Zenbo Qrobot 充電座

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 Zenbo Qrobot 充電座為 Zenbo Qrobot 充電：

1. 將 Zenbo Qrobot 的電源線連接 Zenbo 充電座。

2. 將 Zenbo Qrobot 的電源適配器插頭連接至插座。

3. Zenbo Qrobot 電力不足時將主動導航回 Zenbo 充電座（需先創建家庭地圖並標
記充電座才能實現）。

說明：

• 若未創建家庭地圖，及已創建家庭地圖但未標記充電座時，Zenbo Qrobot 可在
充電座正前方 3 米處的淨空區域，通過紅外線感測器偵測導航回充電座充電。

• 充電座的擺放位置建議左右兩側應保留至少各 1 米，前方應保留至少 1.5 米的
間隔，並請避免在此區域放置任何家具。

• Zenbo Qrobot 需在開機狀態下才能使用充電座充電，Zenbo Qrobot 為關機狀
態時請連接電源充電器進行充電。

• Zenbo Qrobot 不支持用戶手動將 Zenbo Qrobot 搬回充電座充電。

• Zenbo Qrobot 充電座的詳細說明，請參考《Zenbo Qrobot 充電座簡易用戶手
冊》。



41Zenbo 用戶手冊

利用語音指令使 Zenbo Qrobot 導航回充電座
若您已在家庭地圖裡標記充電座位置，即可通過語音指令使 Zenbo Qrobot 導航回

充電座。

請依照以下步驟向 Zenbo Qrobot 下達語音指令：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下達以下語音指令：

 “回去充電”

 “充電”

 “Sleep”

 “趕快去充電吧！”

 “該去充電了”

 “快去補充睡眠！”

 “回充電座”

 “去充電座”

 “回去充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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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求助
遇上緊急情況時，您可以利用以下方式使用 Zenbo Qrobot 進行緊急求助。

1. 拍 Zenbo Qrobot 頭部 4 下

 連續拍 Zenbo Qrobot 頭部 4 下可傳送求救信息給緊急聯絡人。

觸控感測器

說明：誤觸時可點擊畫面上的 X 取消。

保持設備固件的最新狀態
建議您將 Android 操作系統及應用程序更新至最新版本。

請依照以下步驟進行系統更新：

1. 在 Zenbo Qrobot 模式下，請從屏幕上方使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以開啟通知
面板。

2. 點擊  開啟設置菜單。

3. 點擊【關於平板電腦】>【系統更新】>【檢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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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文件數據
您可以通過管理員帳號將 Zenbo Qrobot 帳號信息及家庭地圖的文件數據備份至 

USB 外接存儲設備。

請依照以下步驟備份至 USB 外接存儲設備：

1. 請將 USB 外接存儲設備連接 Zenbo Qrobot 頭部的 USB 接口。

2. 請在 Zenbo Qrobot 模式下從屏幕上方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開啟通知面板。

3. 點擊【應用程序集】>【設置】>【備份與還原】>【備份帳戶】>【管理員賬
號】。

4. 點擊【選擇儲存位置】，由左側選擇外接存儲設備後點擊【選擇】。

5. 系統會開始進行備份工作，請等待畫面上出現“備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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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Qrobot 提供豐富的應用程序功能，包括 Zenbo 編程樂、Zenbo 商城、力
豆好好玩、多納學英語、小牛頓說故事、提醒、瀏覽器、相機、相冊、視頻、計時
器、計算器、設置、語音錄音、語音備忘、智能遙控、鬧鐘、說故事、翻譯官、騰
訊雲小微服務等。

第 3 章： 3應用功能

手動運行應用功能
除了使用語音指令外，您也可以在觸控屏幕上手動開啟各項應用功能。

請依照以下步驟手動運行應用功能：

1. 請在 Zenbo Qrobot 模式下從屏幕上方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開啟通知面板。

2. 點擊【應用程序集】。

3. 點擊【下一頁】瀏覽所有應用功能，點擊名稱可開啟應用功能。

說明：

• 若網絡連接狀況不佳而無法使用語音指令驅動 Zenbo Qrobot 時，請使用手動操
作。

• 使用應用功能時，您可以直接利用語音指令告知 Zenbo Qrobot 選項，也可直接
點擊觸控屏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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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小跟班

Zenbo Qrobot 是您家中的貼心小夥伴，當需要 Zenbo Qrobot 時，他隨時都在您
身旁。通過跟隨功能，Zenbo Qrobot 可以偵測前方使用者位置，與使用者保持約 1 
米的伴隨距離，能隨著使用者行走速度自行調整其跟隨速度。

跟隨功能啟動時，屏幕會先出現偵測方框，偵測需跟隨的目標使用者，請使用者
站立於 Zenbo Qrobot 前方約 1 米位置，鎖定目標後，屏幕畫面回到機器人模式，
便開始移動跟隨。若跟隨功能進行中 Zenbo Qrobot 因遇障礙物而失去原鎖定目標
時，會發出尋找使用者的聲音信號，請使用者將障礙物移除，並回到 Zenbo Qrobot 
前方約 1 米位置進行目標重新鎖定。

呆萌跟隨執行時，Zenbo Qrobot 可以同時播放音樂。

語音指令

“跟我走”

“不要跟了”

注意：Zenbo Qrobot 在使用電源適配器充電時，無法使用跟隨功能。

约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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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編程樂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或手機/平板電腦進行編程游戲。請參考以

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能。

說明：Zenbo 編程樂功能僅限使用手動觸控操作。

說明：僅支持搭載 Android 5.0 或以上版本的手機或平板電腦。

語音指令
“我要玩編程樂”

“打開編程樂”

“開啟編程樂”

“幫我打開編程樂”

“幫我開啟編程樂”

以下以“打開編程樂”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打開編程樂”。

4. 請點擊左側列表並拖曳至右邊以創建新編程。

5. 完成後點擊【Play】或以語音指令“嗨，小布，執行 / 啟動 / 執行編程 / 開始執
行”，Zenbo Qrobot 即會執行動作。

6. 點擊  可保存已創建的編程，點擊【我的編程】可查看已保存的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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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流程
1. 由“開始”圖示方塊往下編程。

2. 從左側列表選擇並拖曳至右側連接前圖示方塊。

3. 完成編程後，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嗨，小布，執行 / 啟動 / 執行編
程 / 開始執行”以執行編程。

 要結束編程執行時，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嗨，小布，停止 / 停止執
行 / 停止編程”。

說明：編程完成並保存後，直接說出保存的文件名，即可執行對應的編程。比如，
您已將一套編程保存為“歡迎光臨”，那麼，在機器人模式下，您只需對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歡迎光臨”，即可讓 Zenbo Qrobot 做出“歡迎光臨”這一
編程所對應的一系列動作。

變量編程玩法
1. 從左側列表拖曳出變量編程方塊。

2. 修改變量方塊中的數值（如時間長短，動作角度）。

3. 以變量的數值做條件判斷，搭配對應的動作，增加編程樂趣。

手機/平板連接 Zenbo Qrobot 玩編程的流程

說明：在使用本功能前，請先在手機/平板端下載“Zenbo 編程樂”應用程序。您可
以在 Zenbo 屏幕教學中掃描二維碼進行下載，或在“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中點
擊【更多應用】找到“Zenbo 編程樂”的下載方式。

Zenbo Qrobot 端

開啟 Zenbo 編程樂並打開藍牙。

手機/平板端

1. 開啟 Zenbo 編程樂。

2. 執行 play 時，即會跳出藍牙連接界面。

3. 選擇 Zenbo Qrobot 連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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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商城
您可以利用 Zenbo 商城下載應用程序與電子書。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

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 Zenbo 商城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數字內容商店”

“打開應用程序商店”

“開啟書店商城”

“我要逛 Zenbo 商城”

以下以“數字內容商店”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數字內容商店”。

4. 首次使用時請輸入 Zenbo Qrobot 管理員的賬號與密碼，並閱讀服務條款後點擊
【同意】。

5. 您可以瀏覽、管理、下載應用程序與數字內容。



49Zenbo 用戶手冊

力豆好好玩

樂豆好好玩包含數學、英語、益智游戲、中文、故事和藝術等六大類適
合兒童的應用，寓教於樂。內容會不定期更新，請至 Zenbo 商城下載。

語音指令
“打開力豆好好玩”

“打開力豆專區”

“我要用力豆好好玩”

以下以“我要用力豆好好玩”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用力豆好好玩”。

4. 告知 Zenbo Qrobot 想要開啟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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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納學英語

多納學英語是一個專注於兒童英語的應用程序。內容會不定期更新，請
至 Zenbo 商城下載。

語音指令
“我要玩多納學英語”

“我要用多納學英語”

“多納學英語”

以下以“我要玩多納學英語”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玩多納學英語”。

4. 告知 Zenbo Qrobot 想要開啟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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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頓說故事

小牛頓說故事包含了說故事的功能。內容會不定期更新，請至 Zenbo 
商城下載。

語音指令
“小牛頓說故事”

“我要用小牛頓說故事”

“我要看小牛頓”

“我要看小牛頓說故事”

以下以“我要用小牛頓說故事”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用小牛頓說故事”。

4. 告知 Zenbo Qrobot 想要聽的故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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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設置提醒。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

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提醒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新增提醒”

“新增日程表”

“新增通知”

“新增待辦事項”

“我要看日程表”

以下以“新增提醒”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新增提醒”，Zenbo Qrobot 會詢問提醒內容。

4. 告訴 Zenbo Qrobot 提醒內容後，Zenbo Qrobot 會詢問提醒對象。

5. 請直接說出家人名字或以“一號”、“二號”告知 Zenbo Qrobot。

6. 確認提醒內容後向 Zenbo Qrobot 說“確定”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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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
您可以利用 Zenbo 瀏覽網頁或進行搜索。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

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瀏覽器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打開瀏覽器”

“開啟瀏覽器”

“開啟上網功能”

“幫我搜索［任何詞彙］”

“［搜索引擎］［任何詞彙］”

以下以“打開瀏覽器”為例：

1. 向 Zenbo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說“打開瀏覽器”，Zenbo 會開啟瀏覽器。

說明：目前搜索引擎僅支持“百度”和“搜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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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冊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瀏覽、分享照片。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

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相冊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說明：相冊功能僅支持 Zenbo Qrobot 本體（可通過 USB 將文件複製至本體）。

語音指令
“打開相冊”

“我要看［照片］”

“我要看相冊裏的［視頻］”

“我要看［時間敘述］的照片”

“我要看［時間敘述］拍的視頻”

以下以“打開相冊”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打開相冊”。

4. 請選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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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進行拍照、分享照片。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

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相機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語音指令
“拍照”

“錄像”

“我要照相”

“我想照相”

“幫我錄影”

“我要錄影”

“我要錄視頻”

“給我照相”

“給我拍照”

“自拍”

以下以“我要拍照”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拍照”。

4. 進入拍照畫面後，可告知 Zenbo Qrobot 拍照模式，如“HDR 模式”、“超高
分辨率”等，或是告知 Zenbo Qrobot “亮一點”、“暗一點”調整亮度。

5. 告知 Zenbo Qrobot “好了”進行拍照，Zenbo Qrobot 會倒數 3 秒。

6. 拍照後可預覽照片。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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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管理
面部管理功能可讓您更改 Zenbo Qrobot 的臉型，您可以應用系統中預

設的各種臉型，也可以通過自定義或從商店下載的方式為 Zenbo Qrobot 
新增其他臉型。

語音指令
“開啟面部管理”

“打開面部管理”

“面部管理”

“面部”

“畫面部”

“我要畫面部”

以下以“開啟面部管理”為例：

1. 向 Zenbo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說“開啟面部管理”，Zenbo 會開啟面部管理應用程序。

4. 您可以從預設的臉型中選擇一種，然後點擊【應用】。

5. 您也可以點擊 【+】，從 Zenbo 商城下載或自定義角色。

說明：進入應用程序後，僅支持手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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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通話
您可以利用 Zenbo 進行視頻通話。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視頻通話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我要打電話”

“打電話給［家人名稱］”

“打開通話記錄”

“打開通訊錄”

以下以“我要打電話”為例：

1. 向 Zenbo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說“我要打電話”，Zenbo 會詢問對象。

4. 請直接說出家人名字或以“一號”、“二號”告知 Zenbo。

5. Zenbo 會進行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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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器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計時。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計時器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我要計時 ”

“我要用秒錶 ”

“開啟秒錶”

“打開秒錶”

“幫我計時［時間長度］ ”

“計時［時間長度］”

“時間到了沒有？”

以下以“我要計時”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計時”，Zenbo Qrobot 會詢問計時時間。

4. 告知 Zenbo Qrobot 計時時間後說“開始”。

5. Zenbo Qrobot 即會開始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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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器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進行計算或單位換算。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

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計算器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計算器語音指令
“打開計算器”

“我要用計算器”

“［數字敘述］［運算符號］［數字敘述］等於多少”

“［數字敘述］［運算符號］［數字敘述］［運算符號］［數字敘述］等於多少”

單位換算語音指令
“我要換算”

“幫我換算”

“單位換算”

“［數字敘述］［重量單位］等於多少［重量單位］”

“［數字敘述］［面積單位］等於多少［面積單位］”

以下以“打開計算器”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打開計算器”。

4. 語音告知 Zenbo Qrobot 想要計算的算式，Zenbo Qrobot 會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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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您可以在設置菜單變更 Zenbo Qrobot 的基本信息、連接與一般設置、

進行系統更新，或是觀看使用教學。

您可以在【設置】中進行以下項目的設置：

•Zenbo 的基本信息： 家人與朋友、家庭環境空間、帳號管理、軟件信息、付款
信息。

•Zenbo 的連接設置：WLAN、藍牙

•Zenbo 的一般設置： 亮度、音量、存儲空間、電量、語言設置、日期和時間、
字幕、鎖定屏幕設置、屏幕縮放設置、機器人睡眠勿擾
設置、濾藍光設置、緊急模式設置、下載手機應用程序
APP、下載小微雲應用程序 APP

•系統更新

•Zenbo 使用教學

•備份與還原

說明：“濾藍光設置”及“備份與還原”的詳細介紹，請參考本手冊第 39 頁的
“濾藍光功能”與第 43 頁的“備份文件數據”。

語音指令
“打開設置”

“開啟系統設置”

“我要打開設置頁面”

“幫我設置”

以下以“打開設置”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打開設置”。

4. Zenbo Qrobot 會開啟設置菜單，請選擇想要進行設置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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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備忘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錄製、播放語音備忘。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

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語音備忘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幫我留言”

“幫我留言給［家人稱謂］”

“我要看留言”

“目前有哪些留言”

“播放留言”

以下以“幫我留言”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幫我留言”，Zenbo Qrobot 會詢問留言類型。

4. 在倒數 3 秒之後開始錄製留言，完成後請告知 Zenbo Qrobot“停止留言”，
Zenbo 會詢問留言者。

5. 進入預覽留言畫面後，Zenbo Qrobot 會詢問是否要播放錄好的留言，若說
“好”可播放。

6. 在預覽留言畫面點擊“完成”後，Zenbo Qrobot 會詢問留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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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我要看留言”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看留言”，Zenbo Qrobot 會詢問查看留言的對象。

4. 進入留言清單後，以“一號”“二號”告知 Zenbo Qrobot 欲選取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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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錄音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進行語音錄音。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

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語音錄音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我要錄音”

“幫我錄音”

“我要看錄音清單”

“打開錄音清單”

“我要聽［日期敘述］的錄音”

以下以“我要錄音”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錄音”。

4. 在倒數 3 秒之後開始錄音，完成後請告知 Zenbo Qrobot“停止錄音”，Zenbo 
Qrobot 會詢問錄音者。

5. 告知 Zenbo Qrobot“播放”可播放錄音文件。

以下以“我要看錄音清單”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看錄音清單”。

4. 以“一號”“二號”告知 Zenbo Qrobot 欲選取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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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
Zenbo Qrobot 提供說故事功能，同時可以管理、下載故事。請參考以

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能。

語音指令
“我要聽故事”

“講故事給我聽”

“講個故事吧”

“我想聽［故事名稱］的故事”

“我要聽［故事名稱］的故事”

說明：首次使用本功能時，請先由 Zenbo Qrobot 商城上下載免費內容。華碩將不
定期更新合作夥伴推出的故事內容訂閱包，供用戶購買與下載。

以下以“我要聽故事”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我要聽故事”。

4. 請留意 Zenbo Qrobot 周圍空間是否充足。

5. 告知 Zenbo Qrobot 想要開啟的故事。

以下說明如何由說故事開啟 Zenbo Qrobot 商城的精選數字內容：

1. 在說故事的首頁點擊【更多故事】。

2. 輸入答案後點擊【確定】。

3. 點擊【添加故事】以進入 Zenbo Qrobot 商城的精選數字內容。

說明：以上語音指令會隨機進入“說故事”或“騰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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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鐘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設置鬧鐘。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

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鬧鐘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語音指令
“請幫我設鬧鐘”

“我要設鬧鐘”

“打開鬧鐘列表”

“［時間敘述］叫［家人稱謂］起床”

“［時間敘述］到［地點描述*］叫［家人稱謂］”
*  該地點需在創建的家庭地圖中標記過。有關創建家庭地圖的詳細說明，請參考本手冊第 84

頁“創建家庭地圖”部分的說明”。

以下以“幫我設鬧鐘”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請幫我設鬧鐘”，Zenbo Qrobot 會詢問設置時間。

4. 告知 Zenbo Qrobot 時間。

5. Zenbo Qrobot 會顯示鬧鐘內容，並詢問是否還有要修改的內容。

6. 向 Zenbo Qrobot 說“對象”可選擇家人。說“確定”以完成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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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如何刪除鬧鐘：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打開鬧鐘列表”。

4. 向 Zenbo Qrobot 說“多選”。

5. 以“一號”、“二號”告知 Zenbo Qrobot 欲刪除的鬧鐘，說“刪除”。

6. Zenbo Qrobot 將會刪除鬧鐘，點擊 X 或說“取消”以取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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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除了首次使用說明外，進到應用程序後可利用“嗨，小布，我要提示”的語
音指令開啟使用教學。

智能遙控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的智能遙控功能操控紅外線設備。

紅外線設備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對家電進行紅外線遙控。請參考以下語音指令使用本功能。

首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紅外線設備智能遙控功能時，請先聽取使用說明。

說明：智能遙控功能包括 Zenbo Qrobot 內建的紅外線家電控制功能，必須通過智
能遙控新增設備才可使用本功能。智能遙控功能支持的設備列表請訪問華碩網站 
https://zenbo.asus.com.cn/product/support/faq/ ，進入網頁後，點擊“手冊及文
件”標籤頁，找到“CIR Support List”並下載查看。

連接紅外線設備

語音指令

“幫我開啟智能遙控”

“開啟智能遙控”

“裝置”

“設備”

“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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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紅外線設備：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向 Zenbo Qrobot 說“打開智能遙控”，或直接說“家電”。

3. 點擊“新增設備”。

4. 點擊“紅外設備”。

5. 請選擇電器種類。

6. 請選擇電器品牌。

7. 請依畫面指示進行配對。

控制紅外線設備

語音指令

一般

“我要遙控”、“打開遙控”、“新增設備”

電視

開：“幫我打開電視”、“打開電視”

關：“幫我關掉電視”、“關掉電視”

音量調大：“電視大聲一點”“電視音量調大”、“電視聲音調高”

音量調小：“電視小聲一點”、“電視音量調小”、“電視聲音調低”

轉台：“轉到前一台”、“轉到後一台”、“電視上一台”、“電視下一台”

頻道往返：“電視剛剛那台”、“電視回復”、“電視往返”

跳到指定頻道（數字）：“轉到第［N］台”

空調

開：“幫我打開空調”、“打開空調”、“打開冷氣”

關：“幫我關掉空調”、“關掉空調”、“關掉冷氣”

模式：“空調製冷模式”、“空調制熱模式”、“空調抽濕模式”

調整溫度（直接調整目標溫度）：“空調設定成 27 度”

調整溫度：“空調熱一點”、“空調冷一點”（以上一次設定值為基準）



69Zenbo 用戶手冊

翻譯官
您可以利用 Zenbo Qrobot 將中文翻譯成英文。

語音指令
“幫我翻譯”

“幫我翻譯［中文語句］”

“［中文語句］的英文怎麼說”

以下以“幫我翻譯”為例：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幫我翻譯”，Zenbo Qrobot 會進入翻譯官程序主畫面，
并詢問您需要翻譯的內容。

4. 向 Zenbo Qrobot 說出需要翻譯的中文語句，Zenbo Qrobot 即會將接收到的中
文翻譯為英文，顯示于畫面右側，並將其念出。

5. 如果需要再聽一次，可以對 Zenbo Qrobot 說“再念一次”。

6. 點擊中文部分的鉛筆圖示，可選擇用鍵盤手動輸入語句。

說明：Zenbo Qrobot 在翻譯完一個語句后，會繼續開啟收音模式等待指令，此時若
您需要繼續翻譯，可直接說下一個語句；在收音模式結束后，您也可以按下屏幕中
間的錄音按鈕，說下一個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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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雲小微服務功能
您可以利用騰訊雲小微服務，與 Zenbo Qrobot 進行互動。

時間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現在幾點”

 “今天幾號”

 “明天是農曆幾號”

 “後天星期幾”

天氣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地點］天氣怎麼樣”

 “［時間］會下雨嗎”

 “今天冷不冷”

 “今天空氣質量怎麼樣”

新聞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今天有什麼新聞”



71Zenbo 用戶手冊

音樂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我要聽歌”

 “我要聽［指定歌曲/專輯］”

 “我要聽［指定歌手］的歌”

 “我要聽熱歌榜”

 “播放我的歌單”

 “我想聽一首［指定類型］歌”

廣播/電臺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我要聽［電臺名］廣播”

 “我要聽［地區］廣播”

通話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QQ 電話”

 “發起 QQ 電話”

 “打個 QQ 電話”

 “打電話給［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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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發消息

 “發消息給［稱謂］”

 “發消息”

 “我要發QQ消息給［稱謂］”

 收消息

 “播放我的消息”

 “播放未讀消息”

百科

此程序可讓您利用“百科”搜索百科知識。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如：

 “中國最長的河是哪一條”

 “鋤禾日當午的下一句是什麼”

 “美國總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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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股票名稱］的股價多少”

 “［股票名稱］的市值多少”

 “［股票名稱］股價”

 “［股票名稱］市值”

星座運勢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星座運勢”

 “［星座名稱］的星座運勢”

解夢

1.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

2. 確認 Zenbo Qrobot 臉部左右分別亮起藍色提示。

3. 向 Zenbo Qrobot 說出語音指令。

 “夢見［人/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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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小主人
Zenbo 小主人是手機專屬 APP，讓您出門在外安心自在。通過遠程遙

控和視頻，由 Zenbo 幫您巡邏家中，輕鬆掌握家中大小事。

有了 Zenbo 小主人，你可以隨時通過手機：

• 帳號管理： 在管理員手機上直接操作管理並編輯家庭成員帳號。

• 信息接收：即時掌握來自 Zenbo 傳遞的緊急信息、任務完成、事件提醒等通
知。

• 對 Zenbo 下指令：在手機主畫面上按住麥克風，便可開始對 Zenbo 下達語音指
令，直到下達指令後放開按鈕按壓。

• 遠端遙控：遠端遙控 Zenbo 移動巡邏，即時查看家中情況，同時可支持視頻通
話、拍照、錄像及發送文字讓 Zenbo 說話。

• 傳情話意：遠端遙控時，在下方消息框中輸入文字後發送，Zenbo 便能以語音的
方式說出文字內容。

• 視頻通話：直接點擊手機主畫面“視頻電話”，即可與家中成員聯絡。

• 家長監護設置：家長（管理員/高級使用者）可通過手機設置家中孩子與 Zenbo 的
互動時間，必須在手機端解除鎖定後，Zenbo 方能繼續活動。

• 定時巡邏：在管理員手機上設置 Zenbo 的定時巡邏功能，可讓 Zenbo 定時在家中
巡視。開啟本功能後，Zenbo 會定時至指定的地點錄像。

說明：您需要先創建家庭地圖，才能使用定時巡邏功能。有關建立家庭地圖的詳細
說明，請參考本手冊第 85 頁的“創建家庭地圖”部分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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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使用者資料
與機器人列表

點擊開始遠端遙控

消息中心

系統設置

點擊開啟視頻通話

按住此按鈕可對 Zenbo Qrobot 
下達語音指令

主畫面

遠端遙控畫面

控制 Zenbo 
Qrobot 身體

前後移動或轉
動方向

控制 Zenbo 
Qrobot 頭部左
右轉動或上下改
變脖子角度

模式切換發送文字給 Zenbo Qrobot，
Zenbo Qrobot 會以語音方式
說出文字內容

進行錄像

選擇地點移動

進行拍照 揚聲器開關

重設頭部角度



76 第 3 章：應用功能

定時巡邏
您可以在 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中進行 Zenbo Qrobot 的定時巡邏設置，讓 

Zenbo Qrobot 定時在家中巡視。開啟本功能後，Zenbo Qrobot 會定時至指定的地
點錄像。

請按照以下步驟設置定時巡邏功能：

1. 打開管理員手機上的“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點擊右上角的  >【定時巡

邏設置】。

2. 在“定時巡邏設置”頁面，您可以左右滑動滑塊以開啟或關閉定時巡邏錄像功
能。點擊“巡邏任務清單”可查看所有已設置的巡邏任務。

3. 若要添加巡邏任務，請在“巡邏任務清單”頁面，點擊右上角的【+】。

說明：您需要先創建家庭地圖，才能使用定時巡邏功能。有關建立家庭地圖的詳細
說明，請參考本手冊第 85 頁的“創建家庭地圖”部分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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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系統為每個機器人提供 512MB 的雲端存儲空間，用來存儲定時巡邏拍攝的
錄像，以及遠端遙控拍攝的照片和錄像等。當您的存儲空間達到容量上限時，系統
會自動刪除時間最早的文件。

3. 設置您需要 Zenbo 巡邏的時間，重複次數、巡邏區域、任務目標等，並選擇是
否需要在錄像後發送通知。

4. 全部設置完畢後點擊【保存】。

5. 之後，Zenbo 即會在設置好的時間，在家中進行巡視並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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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伴時光
Zenbo 伴時光是一個能預先安排 Zenbo 各種數字內容的排程 APP。有

了 Zenbo 伴時光，你可以在手機上規劃：

• 替孩童預先設定 Zenbo 專屬的力豆好好玩、多納學英語、說故事、Zenbo 編程
樂等各種互動課程，並設有拍照簽到機制，Zenbo 會把照片傳到家長手機，讓你
即時掌握參與狀況。

說明： 首次使用前，請先在手機上安裝“Zenbo 伴時光”應用程序。您可以直接掃
描下方的二維碼。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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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以下步驟在“Zenbo 伴時光”中添加課程：

1. 進入“Zenbo 伴時光”應用程序，並登錄。

2. 頁面會顯示日曆及已有課程安排。點擊畫面右下角的【+】進入編輯課程頁面，
添加新的課程。

3. 點擊“課程標題”欄位以輸入標題。

4. 點擊“課程內容”欄位，在彈出的“添加單元”頁面中勾選所需要的內容。完成
後點擊【下一步】。

5. 點擊“選擇學生”欄位，在彈出的學生清單中勾選需要參加本活動的人員，或點
擊【添加】以新增其他人員，然後點擊【完成】。

6. 選擇課程開始時間。

7. 選擇是否需要開始前提醒與結束通知，您可以自行編輯 Zenbo 說的提醒語和結
束語。

8. 全部完成後點擊頁面右上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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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識別
註冊人臉與聲紋資料後，Zenbo 就能通過智能識別認識管理員、家人與朋友。

請依照以下步驟註冊智能識別：

1. 請在 Zenbo 模式下從屏幕上方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開啟通知面板。

2. 點擊【應用程序集】>【設置】>【家人與朋友】。

3. 點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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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聽取聲紋註冊說明後，點擊【開始註冊】。

4. 閱讀說明後點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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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按照畫面指示進行註冊。

7. 聲紋註冊成功後請進行臉部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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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按照畫面指示進行註冊。

8. 請聽取臉部註冊說明後，點擊【開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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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註冊人臉與聲紋資料後，除了可以跟 Zenbo 玩“Hey Zenbo，猜猜我是誰”
的游戲外，使用多納學英語、說故事、小牛頓說故事、相機等應用程式時，原先預
設名稱為“小朋友”之處，也會變更為 Zenbo 通過智能識別認識的用戶名稱。

10. 完成聲紋與臉部註冊後，可以立即以語音指令“Hey Zenbo，猜猜我是誰”測試 
Zenbo 能否順利認出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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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家庭地圖
您可以進行家庭地圖掃描，使 Zenbo Qrobot 認識家中環境並記憶家庭地圖、家具

位置等，以方便 Zenbo Qrobot 在家中移動並使用相關功能，例如讓 Zenbo Qrobot 
由房間移動至客廳的充電座上進行充電。

說明：

• 本章節的畫面僅供參考，可能與您所見到的畫面有所差異。

• 掃描地圖、編輯地圖、標註地圖的過程只支持手動操作，無法使用語音功能。

• Zenbo Qrobot 的電量需在 50% 以上才能進行家庭地圖創建工作。若電量不足
時，畫面上會出現充電提示。

• 創建家庭地圖時，請務必根據家中實際環境進行設置，以免造成 Zenbo Qrobot 
無法判斷而產生錯誤。

規劃創建地圖路線
開始創建家庭地圖前，請依家中實際環境規劃子地圖。

子地圖0

子地圖2

子地圖1

子地圖3

臥室

臥室

衛生間

衛生間

廚房

餐廳

客廳

衣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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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為確保掃描準確性及後續編輯方便，建議廣寬空間分割為多張子地圖。圖示
路線為子地圖的建議建構順序，請依照實際家庭格局調整。

請預想每張子地圖中的掃描順序，以確保地圖完整性與掃描過程順暢。

1

1

1

2

12

2

2

3

4
5

6

7

3

3

4

臥室

臥室

衛生間

衛生間

廚房

餐廳

客廳

衣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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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創建地圖
您可以由通知面板中點擊【應用程序集】>【室內地圖】開啟家庭地圖功能，或是

向 Zenbo Qrobot 說“嗨，小布”或“Hey Zenbo”後使用以下語音指令。

語音指令
“我要創建家庭地圖”

“室內地圖”

“幫我掃描地圖”

“幫我掃描家庭地圖”

“創建家庭環境空間”

“創建地圖”

“掃描地圖”

“掃描一下這裡”

“掃描一下我家”

“瞭解一下我家”

說明：

• 掃描前請確認網絡連接穩定，若掃描過程中網絡連接發生問題，家庭地圖可能需
要重新掃描。

• 掃描過程請勿手動搬動 Zenbo Qrobot。

• 家中環境發生改變時，請由通知面板中點擊【應用程序集】>【設置】>【家庭環
境空間】重新掃描家庭地圖，此時會一併刪除先前創建的地圖、編輯記錄及標記
數據。

掃描地圖
Zenbo Qrobot 需要在家中進行掃描，才能創建家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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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掃描地圖的環境須知

• 建議由室內的角落開始進行掃描。

• 建議在無地毯與地墊的室內進行掃描工作，以免產生誤差使掃描結果產生誤差。
• Zenbo Qrobot 前方出現人、寵物等移動物體將會影響掃描結果。

• 執行地圖掃描時，玻璃桌面等可能不會被判定為障礙物，建議使用不透光的布蓋
住這些家具。

• 鏡子等會產生反射的物品可能會影響地圖掃描結果。

• 若家中使用落地窗時，請拉上窗簾再進行掃描。

• 請避免 Zenbo Qrobot 因未預期原因而移位，如碰撞障礙物、行走到不合適的地
面等。

• 請使 Zenbo Qrobot 距離障礙物 30cm 以上再執行掃描。

• 若家中使用黑色或深色皮製沙發時，請使 Zenbo Qrobot 移動至沙發中間位置再
執行掃描。 

1. 請點擊【開始掃描】並閱讀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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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若掃描過程中斷就必須重新開始，進行掃描前請務必確認以下注意事項：

- 開啟所有家中的室內門。

- 移除所有可能擋住 Zenbo Qrobot 移動的障礙物。

- 開啟所有家中的燈。

- 陽光直射的窗戶請拉上窗簾避免過亮。

- 移除 Zenbo Qrobot 的電源插頭以方便 Zenbo Qrobot 移動。

2. 點擊【跳過教學】可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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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點擊【確定】開啟權限以使用室內地圖功能。

5. 請再次確認注意事項後點擊【開始掃描】，或點擊【觀看教學】再次觀看。

說明：若 Zenbo Qrobot 畫面顯示“環境掃描無法達成”時，請點擊【校正並開始
掃描】以進行電子羅盤校正。校正時間約 3 至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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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開管理員手機上的“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點擊右上角的  >【掃描家

庭地圖】。

7. 點擊【前往設置】開啟 WiFi 設置頁面，並將手機連接到 Zenbo Qrobot 屏幕顯
示的熱點網絡。

6. Zenbo Qrobot 提示在掃描前需要開啟 Zenbo 小主人應用程序並連接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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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連接後，手機請與 Zenbo Qrobot 保持在 10 米內，並會暫時沒有網絡連接。

• 當連接不穩定時，Zenbo Qrobot 會嘗試重新與手機連接以繼續進行掃描。

7. Zenbo Qrobot 會與手機進行連接，連接成功後 Zenbo Qrobot 會顯示以下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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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以下步驟需由手機操控。

8. 當 Zenbo Qrobot 與手機建立連接後，手機上會出現選擇掃描模式的畫面。請視
掃描環境選擇【精準模式】或【一般模式】。

說明：

• 一般模式在兩次掃描點的移動距離應不超過 300 釐米，精準模式則不超過 150 
釐米。

• 寬廣空間建議自行分割區域掃描為多張子地圖，例如客廳與餐廳相連時，建議將
客廳與餐廳分別掃描，保存為兩張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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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選擇模式後即會進入掃描畫面。畫面上會顯示 Zenbo Qrobot 相機鏡頭捕捉的影
像。

功能說明

請點擊此按鍵使 Zenbo Qrobot 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點擊此鍵後 Zenbo Qrobot 會在原地進行 360 度掃描。

Zenbo Qrobot 與前方物體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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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當手機與 Zenbo Qrobot 之間的網絡連接不穩定時，請確認手機與 Zenbo Qrobot 
保持在 10 米的距離內，以保持 Zenbo Qrobot 與手機的網絡連接質量。

• 若掃描過程網絡斷線，點擊【結束掃描】可為當前已掃描的地圖命名並保存，之
後仍可繼續編輯及標記地圖工作。

說明：

• 請使用手機畫面上的按鍵移動 Zenbo Qrobot，切勿以手搬動以免影響掃描結
果。

• 完成一次掃描後請以手機適當移動 Zenbo Qrobot 位置再進行掃描，以確保地圖
完整。

• Zenbo Qrobot 相機鏡頭最遠可偵測的距離為 60 釐米至 300 釐米，太近或太遠
皆可能造成 Zenbo Qrobot 無法偵測。過於靠近障礙物時手機畫面上會出現如下
圖的紅色警示。

  

• 警示說明：

- “附近有障礙物 請注意遙控距離”表示距離障礙物 60 釐米。

- “障礙物距離過近 請注意遙控距離”表示距離障礙物小於或等於 35 釐米。

- “請勿再超出此距離 以達到較佳的掃描效果”，使用精準模式時表示距離上一
點的移動範圍超過 1.5 米；使用一般模式時表示距離上一點的移動範圍超過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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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進行掃描時請避免站在 Zenbo Qrobot 周圍以免影響掃描結果。

10. 點擊【掃描】後 Zenbo Qrobot 會自動開始掃描，手機畫面會顯示掃描進度。

11. 掃描完成後，手機畫面右上角會出現【已掃描地圖】，點擊可進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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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顯示當前位置。滑動地圖後點擊此鍵可使 Zenbo Qrobot 所在位置回到畫面
正中心。

顯示已掃描點。箭頭表示現在位置，淺色表示先前曾進行掃描的位置，曲線
表示 Zenbo Qrobot 行進路線。

顯示 Zenbo Qrobot 移動距離與地圖縮放比例。

回到掃描畫面以繼續掃描。

完成該張子地圖並進行命名。

說明：已掃描地圖上的黑色縫隙表示信息不足，請移動 Zenbo Qrobot 位置再次進
行掃描以確保地圖完整。

12. 點擊【繼續掃描】後會回到掃描畫面，請移動 Zenbo Qrobot 位置後點擊【掃
描】。

13. 確認地圖掃描完整後，請點擊【完成】以保存地圖。

14. 請命名地圖後點擊【確定】。

重要！命名地圖時請遵守以下原則：

- 不可使用特殊符號。

- 地圖名稱不可為空白。

- 地圖名稱不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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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點擊【全部完成】時，該次掃描的地圖會覆蓋先前保存的地圖。請確認已完
成家中所有空間的掃描工作後再點擊【全部完成】。

16. 重複上述步驟完成家中所有空間的地圖掃描工作。

17. 所有地圖掃描完成後，請點擊【全部完成】。

 點擊【取消】會放棄所有已掃描的地圖。

15. 手機上會顯示所有掃描地圖，點擊地圖可進行瀏覽，或點擊【＋】繼續掃描家中
其他空間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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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手機畫面會提醒地圖無法再進行修改，請點擊【確定】，或點擊【取消】回到上
一步。

19. 請點擊【確定】以回到 Zenbo Qrobot 進行地圖標記，手機應用程序將自動關
閉。

重要！掃描地圖若與家中實際格局差異較大，還請重新掃描。

說明：

• 以下步驟請由 Zenbo Qrobot 畫面操控。

• 編輯地圖時，您可以在 Zenbo Qrobot 畫面由上而下滑動屏幕開啟調整菜單，將 
Zenbo Qrobot 脖子調整至適當角度。

編輯地圖
完成地圖掃描後，請使用 Zenbo Qrobot 針對掃描的地圖進行修正。

1. Zenbo Qrobot 畫面上會顯示“編輯家庭地圖”的信息，請點擊【開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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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編輯家庭地圖時，Zenbo Qrobot 會進行家庭地圖編輯教學，點擊【跳過教
學】可略過。

3. 編輯教學閱讀完畢後，請點擊【開始使用】進行地圖編輯，或是點擊【重新播
放】再次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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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畫面上會出現剛才掃描的地圖，請選擇要進行編輯的地圖。

5. 選擇地圖後即會進入編輯畫面，編輯畫面的預設模式為“調整地圖”。請由右側
變更模式進行編輯。

說明：家庭地圖以格線顯示，灰色部分為可行走空間、白色部分為障礙物或牆壁，
黑色部分則是未知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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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不希望 Zenbo Qrobot 進入的區域請標示為禁止進入。

• 鄰近門的區域請標示為可進入。

• 請將供 Zenbo Qrobot 行走的門與通道標示為足夠 Zenbo Qrobot 通過的大小，
反之不宜 Zenbo Qrobot 行走的門與通道應標示為禁止進入。

6. 請手動選擇模式後點擊格子進行編輯。將可進入、禁止進入與障礙物位置明確標
示，以符合實際情形。

功能說明

將白色或黑色格子標示為可進入。

將黑色或灰色格子標示為禁止進入。

可還原編輯過的區塊。

可使用兩指放大、縮小、旋轉地圖，或是滑動屏幕以改變地圖位置。

取消這一次做的所有修改，恢復到一開始進入地圖時的畫面。

恢復最近一次的修改。

放棄所做的變更，使地圖回到初始狀態。

完成編輯並保存。

7. 編輯完畢後請點擊【完成編輯】，接著會回到選擇地圖的畫面。

8. 您可以選擇已編輯過的地圖再次進行修改，或是選擇其他未編輯的地圖進行編輯。

9. 所有地圖編輯完成後，請點擊【全部完成】。

 點擊【返回】時會放棄所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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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再次確認地圖編輯全部完成，點擊【確定完成】。

11. 請點擊【開始標記】以標記家中區域與位置。

說明：之後您可以由【應用程序集】>【設置】>【家庭環境空間】重新編輯地圖，
但需要新增地圖時請重新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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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選擇要進行標記的地圖。

說明：每張地圖都標記門或通道後，才能點擊【全部完成】。

標記地圖
完成地圖編輯後，您可以在地圖上標記區域、電器等，以方便 Zenbo Qrobot 完整

認識家中環境。

說明：每張地圖請務必標記門的位置及連接的地圖，才能使 Zenbo Qrobot 創建正
確的家庭地圖。

1. 首次標記家庭地圖時，Zenbo Qrobot 會進行家庭地圖標記教學，點擊【結束教
學】可略過。

2. 標記教學閱讀完畢後，請點擊【開始使用】進行地圖標記，或是點擊【重新播
放】再次觀看。

說明：以下步驟請由 Zenbo Qrobot 畫面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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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標記門的位置與方向。首次標記時，地圖上會自動出現門的圖示。請拖曳門的
圖示至正確位置。

說明：

• 點擊圖示旁的箭頭可轉動圖示方向。

• 請使圖示方向符合實際門的開關方向，並將門的圖示拖曳至實際門位置的正中
心。

5. 門的標記工作完成後，請點擊【確定】，接著選擇與此門相連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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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門的名稱不可重複，當家庭地圖中有數個門時，請使用不同的命名。

• 僅可使用中文與英文命名，不可使用數字或符號。

7. 完成後點擊【確定】，並進行命名。

6. 請在相連的地圖裡標示此門的位置。

 系統會自行判斷門的位置，若有誤時請手動拖曳至正確位置。

說明：請務必確認兩張相連地圖裡，門的圖示箭頭方向相同。



107Zenbo 用戶手冊

8. 點擊【完成標記】可返回選擇地圖的畫面。

 點擊【新建位置】或【編輯位置】可進行高級編輯。

 新建位置

 • 區域

   請點擊想要標記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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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使用手指繪製區域範圍，並確認起點與終點相連才能形成有效區域。

說明：標記區域時，僅選擇部分區域使 Zenbo Qrobot 足以抵達即可。

  當選擇的區域屬於個人空間時可指定對象，如臥室、衣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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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位置命名後點擊【確定】新建位置。

 • 家具

  選擇要標記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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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選擇家具大小。

  請移動圖示至正確位置後，點擊【確定】。

說明：若家具大小介於“大”與“中”之間時，建議選擇“中”；若家具大小介於
“中”與“小”之間時，建議選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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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位置命名後點擊【確定】新建位置。

 • 充電座

  請移動圖示至正確位置後，點擊【確定】。

說明：

• 充電座圖示的箭頭方向為充電座供 Zenbo Qrobot 充電的方向。

• 新增位置時充電座圖示的箭頭前方 1.5 米處不可標示有障礙物。

• Zenbo Qrobot 充電座擺放位置的詳細說明請參考“Zenbo Qrobot 充電座簡易
用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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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位置命名後點擊【確定】新增位置。

 • 門或通道

  請移動圖示至正確位置後，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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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位置命名後點擊【確定】新增位置。

 編輯位置

 查看地圖中已編輯項目並進行修改名稱或位置、刪除，如已標記的門、家具、區
域等。如無需再編輯，請點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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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點擊【全部完成】。

說明：之後您可以由通知面板點擊【應用程序集】>【設置】>【家庭環境空間】重
新標記地圖，但需要新增地圖時請重新掃描。

10. 家庭地圖創建完成，點擊【確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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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清潔 Zenbo Qrobot 前請將 Zenbo Qrobot 關機，並移除電源適配器與電源
線。

請使用溼海綿或溼布擦拭 Zenbo Qrobot 機身。開機前請使用乾布將 Zenbo 
Qrobot 機身擦乾。

當 Zenbo Qrobot 底部的前後輪無法順暢行走時，請依以下步驟拆卸清理：

1. 將 Zenbo Qrobot 放置於平穩桌面上，並在屏幕下方舖放軟布避免屏幕刮傷。

第 4 章： 4清潔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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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六角扳手勾起前後輪。

3. 使用螺絲刀卸下前輪螺絲。

 使用軟毛刷清潔前輪後，再將前輪裝回、依序鎖上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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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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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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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 安裝

4. 使用螺絲刀卸下後輪螺絲。

 使用軟毛刷清潔後輪後，再將後輪裝回、依序鎖上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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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前後輪對準 Zenbo Qrobot 底部的孔位推入裝回。

 請將有彈簧的輪子置於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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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信息
注意：謹遵守 REACH(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管理規範，我們會將產品中的化學物質公告在華碩 REACH 網站，詳細
請參考 http://csr.asus.com/english/REACH.htm。

廢棄物處理

請勿將內含汞的電池當作一般垃圾丟棄。這個打叉的垃圾桶標誌表示電
池不應視為一般垃圾丟棄。

請勿將本產品作為未分類的垃圾處置，而應使用獨立的回收設施。有關
可用的回收系統信息，請與當地政府機構聯絡。如果採用垃圾堆填或垃
圾傾倒方式處置本產品，有害物質可能會滲透到地下水中，並進入食物
鏈，進而損害人體健康。當您將舊設備換成新設備時，零售商有回收舊
設備並至少免費處置舊設備的法律義務。

請勿將本產品存放靠近火源或是丟入燃燒的火堆中，有可能造成爆炸的
意外。

A附錄

電池警語

注意：若更換了不正確電池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請使用製造商推荐的同
種或相同電池。請依照製造商的指示來處理使用過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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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氣產品有害物質限制使用標識要求：圖中之數字為產品之環保使
用期限。只指電子電氣產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質不致發生外洩或突變從而
對環境造成污染或對人身、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期限。

部件名稱

有害物質

鉛(Pb) 汞(Hg) 鎘(Cd)
六價鉻
(Cr(VI))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印刷電路板及其
電子組件

× ○ ○ ○ ○ ○

液晶模塊 × ○ ○ ○ ○ ○

觸控模塊 × ○ ○ ○ ○ ○

外殼 × ○ ○ ○ ○ ○

電源適配器 × ○ ○ ○ ○ ○

電池 × ○ ○ ○ ○ ○

喇叭 × ○ ○ ○ ○ ○

本表格根據 SJ/T 11364 的規定編制。

○： 表示該有害物質在該部件所有均質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規定的限量
要求以下。

×： 表示該有害物質至少在該部件的某一均質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規定
的限量要求，然該部件仍符合歐盟命令 2011/65/EU 的規范。

備註：此產品所標示的環保使用期限，系指在一般正常使用狀況下。

有害物質的名稱及含量說明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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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信息
此華碩產品服務手冊（以下稱為“服務手冊”）由華碩電腦（上海）有限公司出

示給購買者（以下稱為“您”），隨您在購買華碩產品時一起附帶，並受以下條款
及條例限制。產品的保修將由華碩公司授權的技術服務人員及維修中心提供。

產品保修期限
本產品保修期限為一年，華碩公司保證在保修期限內提供保修服務。若用戶無法

提供該產品對應的有效購機發票原件時，則產品保修期將以機身序號所對應的出廠
日期開始計算。

法定條款
本保修獨立於任何您所購買產品的國家/地區所適用的保修條款，但並不會以任何

方式影響或限制法定的保修。

1. 概述
在保修期內於正常操作使用狀況下，如產品出現性能故障，華碩公司將免費提供

保修服務。如本產品在保修期內正常使用時發生故障，華碩公司將依據檢測結果維
修或更換問題元件，或產品本身。替換維修後的元件或產品與原始元件產品相比，
性能相同甚至更佳，維修替換的原始故障元件，歸華碩公司所有。

此保修僅適用於新產品自購買之日起。請妥善保管原始購機發票，以便日後維修
服務所需。保修服務不包括由於不正確的安裝、操作、清潔、維修、意外事故、損
壞、誤用、濫用、非華碩原廠零配件、軟件錯誤、自然磨損或其它非華碩控制範圍
之內的事故、行為、故障或疏忽所造成的故障。

2. 用戶責任

使用產品時

• 請先閱讀用戶手冊並遵照用戶手冊的指示使用本產品。

• 在您聯繫客戶服務前，請先參考用戶手冊及華碩技術支持網頁，查看常見問題的
解決方法。

聯繫華碩客戶服務時

• 在聯繫華碩技術支持前，如情況允許，請確認您已開啟產品並擺放在面前。同時
請您準備好提供產品序列號、型號名稱以及有效購機發票憑證。

• 華碩公司需要得到您的支持以便排除產品的故障，您可能會被要求執行以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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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原系統以恢復操作系統、驅動程序及軟件至此產品出廠時的默認設置。

 • 安裝升級套件。

 • 在產品上運行診斷工具或程序。

 •  在情況允許的條件下，同意華碩技術支持人員通過遠程診斷工具連接此產
品。

 • 執行其它由華碩技術支持人員要求的幫助確認或解決問題的合理操作。

 • 請在產品維修單上清楚且完整的描述問題。

• 請提供完整的保修卡及您購買此產品的有效購機發票的複印件。（請注意：華碩
公司有權索取原始購機文件）如您無法提供該產品對應的有效購機發票原件時，
則產品保修期將以機身序列號所對應的出廠日期開始計算。

3. 保修服務
如果您的問題未能通過遠程/在線協助解決，請將您的產品送至華碩維修中心。華

碩公司將為您的產品開立一個維修編號。請記錄您的維修服務編號以便進行服務進
程追蹤。

• 因 Zenbo Qrobot 機台體積大、重量重，為了避免運送過程中損壞產品，請撥打 
400-665-9199 咨詢送修事宜。

• 為避免送修運送過程中造成損壞，建議採用原廠包裝送回。

• 為避免維修過程中造成機台內的個人數據丟失或損壞，送修前請務必備份數據，
請參考第 43 頁的“備份文件數據”的說明。

4. 保修限定條款
華碩公司不保證此產品不間斷或無錯誤運行。在保修期內可提供的任何技術或其

他支持，如通過電話咨詢操作方式、產品相關設置與信息問題，均無須出示任何服
務手冊便可獲得。此保修服務僅包括在保修期內於正常使用狀況下所發生的故障或
失常。若因下列因素引起之損害，將不提供保修服務：

(a) 產品經非華碩服務中心人員擅自變更、維修或加裝；

(b) 任意變更、取消或移除產品之條碼、零件或配件；

(c) 保修封條受損或更改、保修識別標籤撕毀或破壞至無法識別；

(d) 產品已報廢；

(e) 由於產品的外觀改變（意外或其它）所造成的損壞，但對產品的操作過程及性能
無影響。如生鏽、更改顏色、紋理裝飾、自然磨損及產品的逐步老化；

(f) 由於戰爭、恐怖主義、火災、意外、自然災害、故意或無意的誤用、濫用、疏
忽、非原廠維修，或非正常狀況下使用對產品所造成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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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由於不正確安裝或連接外圍設備如打印機、光驅、網卡或 USB 設備所導致的故
障；

(h) 由於外接電源問題或意外導致的故障；

(i) 未按照用戶手冊操作方式、存儲設置或未在界定的適用範圍內操作造成損壞；

(j) 由第三方軟件或病毒所引起的問題或故障，以及在維修或更換過程中導致的軟
件、數據丟失；

(k) 由於有毒物質、疾病、蟲害或輻射等污染而導致的無法使用；

(l) 欺詐、偷盜、無故消失等蓄意行為；

5. 責任限制
除本保修提供以及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華碩公司對違反保修條例或其它法

律所造成的直接、特殊、偶發、間接損壞概不負責。包括但不限於使用損失、稅務
損失、實際或預期收入損失（包括合同收入損失）、錢款損失、預存費用損失、商
業損失、機會損失、商譽損失、名譽損失、數據損壞損失、包括任何因替換設備及
財產造成的間接損失或損壞、任何因還原複製在產品上存儲或使用的數據而產生的
費用。以上限制并不適用於或因華碩公司疏忽而造成的人身死亡或傷害索賠，或任
何故意及重大過失行為的法定責任。部分法律規定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偶發
及間接損壞的責任限制；所以上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6. 個人資料保護
您瞭解並同意華碩公司為使維修服務更便捷而需收集處理您的個人資料，因此您

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傳輸至華碩公司或其在任何設有分支公司辦事機構的國家/地
區進行處理。任何對您個人資料的使用都將嚴格接受華碩隱私條款的保護（https://
www.asus.com.cn/Terms_of_Use_Notice_Privacy_Policy/Privacy_Policy）。

7. 過保案件
在保修期內將產品送回華碩維修中心並不代表機器將獲得免費維修。在收到產品

後，華碩公司有權檢查購買證明（發票）及保修服務需求的有效性。如果保修期已
失效或符合第 4 條保修限定條款中的任何一條，您的保修需求將被視為無效。

8. 放棄所有權
當您的產品維修完成後或您不同意維修，華碩公司將通過維修服務流程送回您的

機器。如果您未取回您的產品，或按照您提供的地址無法送達，華碩公司將在 60 
天內保管您的產品。在此期限過後，華碩公司將依據您申請維修服務時所提供的聯
繫資料通知取件。如您仍未前來取回您的產品，華碩公司保留包括向您索賠保管費
用、按照適用的法律法規處理產品以及任何對於未支付費用的法律留置權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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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修與支持
此保修適用於您購買產品時所在的國家/地區。

您可以前往華碩技術支持網站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查看更多保修
服務信息與服務中心地點，或撥打華碩客戶關懷中心服務熱線 400-665-9199 在線
咨詢。

華碩公司保留對華碩產品服務信息解釋說明之權利。有關最新適用及完整之華碩
產品服務信息，請參考華碩技術支持網站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

華碩聯繫信息

此保修服務由以下公司提供：

華碩電腦（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閔行區金都路 5077 號

電話：+86-21-31270606


	欢迎使用
	使用注意事项
	安全操作
	产品清洁与保养
	操作环境
	建议使用本产品的家中环境

	包装内容
	第 1 章：首次使用
	初始化设置
	基本操作模式
	通知面板操作

	唤醒 Zenbo Qrobot
	语音唤醒
	自定义唤醒词
	手动唤醒

	三种收听模式画面
	蓝色大波浪
	蓝色小波浪
	疑问泡泡

	常用语音指令

	第 2 章：认识 Zenbo Qrobot
	规格表
	前视图
	后视图
	左右轮指示灯说明
	感测器功能说明
	连接电源充电器
	开机 / 关机 / 休眠模式
	开启 Zenbo Qrobot 电源
	关闭 Zenbo Qrobot 电源

	紧急停止 Zenbo Qrobot
	滤蓝光功能
	使用 Zenbo Qrobot 充电座
	利用语音指令使 Zenbo Qrobot 导航回充电座

	紧急求助
	保持设备固件的最新状态
	备份文件数据

	第 3 章：应用功能
	手动运行应用功能
	Zenbo 小跟班
	Zenbo 编程乐
	语音指令

	Zenbo 商城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力豆好好玩
	语音指令

	多纳学英语
	语音指令

	小牛顿说故事
	语音指令

	提醒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浏览器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相册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相机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面部管理
	语音指令

	视频通话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计时器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计算器
	首次使用
	计算器语音指令
	单位换算语音指令

	设置
	语音指令

	语音备忘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语音录音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说故事
	语音指令

	闹钟
	首次使用
	语音指令

	智能遥控
	红外线设备

	翻译官
	语音指令

	腾讯云小微服务功能
	时间
	天气
	新闻
	音乐
	广播/电台
	通话
	消息
	百科
	股票
	星座运势
	解梦

	Zenbo 小主人
	主画面
	远端遥控画面
	定时巡逻

	Zenbo 伴时光
	智能识别
	创建家庭地图
	规划创建地图路线
	开始创建地图
	语音指令
	扫描地图
	编辑地图
	标记地图


	第 4 章：清洁保养
	附录
	REACH 信息
	废弃物处理
	保修信息
	产品保修期限
	法定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