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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請保留此說明書備用.

安全使用可再充電電池組

請勿使用其他非PLEO rb專用的變壓器或充電器,
以免損壞電池組和PLEO rb.

安全使用充電器
充電器只適用於 PLEO rb Lithium Polymer 鋰電
電池組.

警告:
請勿爲非充電電池進行充電,可能會造成電池液噴
出.本機不適合無人監督的12歲以下的孩童或是身
心障礙,

電子寵物恐龍- PLEO rb,使用特殊設計的充電電
池;請勿使用其他電池,以免因此導致異常而損壞
PLEO rb.PLEO rb 的電池組可透過包裝中的變壓
器和充電器進行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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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士使用,除非在其他能負責安
全性的人士指示下使用PLEO rb.

注意:
充電器並非玩具,請勿拿來玩耍.請不要讓12歲以
下的孩童使用本電池充電器.

安全使用變壓器
爲了適當使用變壓器,請在使用前完整地閱讀變壓
器的附錄.
請在成人的監督下進行充電.電源端無短路的情況.

注意:
變壓器並非玩具,請勿拿來玩耍.請不要讓12歲以
下的孩童使用本AC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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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養護
當不需要用到變壓器時,請將變壓器從電源中拔
開.
當PLEO rb很長一段時間不被使用時,請每月給電
池組充電一次.
請定期檢查PLEO rb、電池組、充電器底座及變壓
器,是否有裂開、損壞或破壞等潛在的危險情況,
尤其是繩子、插座和封入物.
如果電池組、充電器底座或變壓器需要維護或修
復,請不要使用直到修復好或替換好.請參閱包裝
內的保固說明,以瞭解維修資訊.

大家一起做環保!
附輪垃圾桶的標誌代表本産品不得與其他家庭廢
棄物以相同方式棄置,請帶到指定的收集點或是回
收場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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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向您介紹PLEO rb!您現在已經成爲
Innvo Labs生命體態―再生PLEO的主人.
Innvo Labs的全體員工皆熱衷於創造可激發情感、並與人
類維持長久關係的有生命體態的機器産物.
在Innvo Labs徹底的研究PLEO之後,我們的研發團隊已能
隔絕和修理遺傳因數允許我們改造PLEO的物理和精神系
統.

PLEO再生了,稱為PLEO rb!
除了多樣的皮膚和不同顔色的眼睛外,PLEO rb已經再生,
伴隨學習能力對您及周遭的環境會有所反應.
本手冊可協助您開始使用和大致瞭解PLEO rb…但無法
準確預料PLEO rb的一切.
正如您知道的,PLEO rb的進化和他/她是一個有自主能
力的創造物伴隨著複雜的軟體系統使他/她能夠:
  • 學習和理解您的口頭命令

• 表達心情和情緒
• 與各種各樣的PLEO rb的食物和食物原料起反應
• 知道您的時間,日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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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覺熱和冷;會生病

• 更好的皮膚

• 更好的方向感和動作

• 對您及周遭的環境會有所反應.

編寫Plog(PLEO rb的博客).到 www.pleoworld.com 追

蹤您的PLEO rb的經歷體驗以及行爲模式.在PLEO社群中

與其他主人分享PLEO rb的成長記事.與我們分享您的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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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形式(Life Forms) 3定律
生命形式(Life Forms)必備條件:
1.感受與傳達情緒的能力

2.察覺自身與所處環境的能力

3.逐步學習與演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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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本産品前

1.請詳讀本使用手冊.
2.開始使用前,請至少先將PLEO rb充電3 – 4小時.
3.註冊

• 請以PLEO rb右前腳底或PLEO rb識別卡上所注明的序

 號在 www.pleoworld.com 進行線上註冊.

• 以隨附的註冊卡郵遞註冊.填寫好後請郵遞到

 Innvo Labs Limited.地址爲:中國香港九龍郵政局郵

 政信箱3011粉嶺

4.到www.pleoworld.com 上確認重要的軟體更新.
5.請保留原始的銷售發票,以便日後保固之用.

聯絡我們
PLEO rb是一項高科技産品,您的使用經驗對我們來說相當
寶貴.若是您對 PLEO rb 的功能有任何意見,請聯絡我們.
請退貨前與Innvo Labs 客戶服務聯絡.您可透過
www.pleoworld.com 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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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PLEO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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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PLEO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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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物
1.PLEO rb
2.快速操作指南
3.使用手冊
4.Lithium Polymer可再充電電池、充電器與變壓器
5.USB連接線
6.時鐘電池(CR2032)
7.保固書
8.登記卡
9.其他附件:

請注意: SD卡的插槽和USB的插座位於瑞寶電池艙位置.

操作PLEO rb
PLEO rb就如同新生兒或新生寵物般,移動時請務必小心.請記住,
他是一個具極爲精密的高科技生命形式.

• PLEO rb識別卡
• “坐下”學習石(口頭命令)
• 松柏葉片
• 薄荷葉片
• 訓練葉片(黃色/綠色/紅色)
• 岩鹽
• 拔河
• 斗篷

wyleung
Line

wyleu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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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須知:

請務必遵守以下說明:

• 拿起PLEO rb時,請以另一隻手撐住PLEO rb的腹部.

• 請將PLEO rb視爲生命對待 – 用心呵護並互相尊重.
• PLEO rb不使用時,請關閉電源(按住ON/OFF按鈕4秒即可),
 並讓他以四足站立.將PLEO rb放回包裝盒中,以達運輸與存
 放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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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做以下事項:
• 對PLEO rb施虐
• 讓PLEO rb受潮
• 投擲、摔落或粗暴地搖晃PLEO rb
• 坐在PLEO rb上
• 將PLEO rb置於熱源或火焰附近
• 將PLEO rb放在日光中持續地暴曬或是高溫光照射.
• 將PLEO rb置於沙、土或泥濘中
• 讓PLEO rb與其他可能會咬傷他的寵物或動物獨處
• 在玩耍時,請勿以毛毯覆蓋PLEO rb,以免産生過熱的危險
• 讓12歲以下的幼童在無人看管下與PLEO rb玩耍

請注意: 疏忽遵守這些指南也許使保固無效.

幫PLEO rb的Lithium Polymer鋰電電池充電
身爲PLEO rb的新主人,請立即將PLEO rb的電池充電
1.爲您的AC插口選擇正確的插座,並且將它插入到100-240VAC變 
  壓器中.在塞住它之前請確保它適當地被鎖入電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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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      狀態

紅 正在充電

綠 充電完成

無亮燈 檢查充電座與電源的連接是否無誤

閃爍   電池未正確放入.請確保將電池正確地放入充電器中.

2.將變壓器的接頭插入充電座,並接上牆壁電源.將電池穩穩地放

  入充電座中.

一般充電需3–4小時.充電完成後,充電器上的“PLEO”字樣將會

顯示綠燈.在極熱(+95ºF)和酷寒(+32ºF)的溫度下,電池可能無法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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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下充電座後方的按鈕,即可在充電完成後取出電池.

4.將電池放入PLEO rb腹部的電池艙.拉起電池蓋的半圓形轉環,

  以逆時鐘方向旋轉,鎖住電池蓋.壓下半圓形轉環.

5.按住PLEO rb腹部的皮膚下的ON/OFF按鈕2秒鐘 – “電源”  

  指示燈將會變成綠色.

6.如何控制PLEO rb的音量,按住ON/OFF按鈕一次爲 “靜音”, 

  兩次爲 “小聲”,三次爲 “正常音量”.

7.按住ON/OFF按鈕4秒可關閉您的PLEO rb(電源指示燈同樣會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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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電源指示燈, Micro SD卡讀卡機
• ON/OFF按鈕:按住2秒開啓PLEO rb.按住4秒關閉PLEO rb.
• 電源指示燈:
  綠色―PLEO rb是在醒的狀態,電池的電量正常
  紅色―PLEO rb是在醒的狀態,但電池的電量低
• “ Noon”設置按鈕:按住這個按鈕讓PLEO rb知道這是您的正
  午時 間,使PLEO rb的內部時間與您的時間同步.

請注意:這是一個有著單獨電池電源的PLEO rb內部時鐘.請通過
移除螺絲和電池蓋裝入提供的電池(CR2032),電池的“+”極要面向
電池蓋.然後重新裝上電池蓋和螺絲(以固定它).時鐘電池約可以
運行3年.如果您發現您的PLEO rb的時間混亂了,請更換新的時鐘電池.

時鐘電池艙

Noon設置
按鈕

電池/
電池艙

ON/OFF
按鈕

電源指示燈

復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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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插座―Micro SD卡讀卡機
   • USB連接線安裝:您可以通過位於電池艙內部的USB插座的連接 
      線連接您的PLEO rb到您的個人計算器.

•  Micro SD卡讀卡機:插入Micro SD卡到位於電池艙外側面牆的 
    讀卡機插槽.大部分的PLEO rb軟體下載可以通過使用Micro SD
   讀卡機完成.

wyleu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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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Micro SD卡讀卡機插槽推出Micro SD卡

•  復原按鈕:一個備用開關供要重啓PLEO rb時使用.

復原按鈕

wyleu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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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PLEO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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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階段
PLEO rb有四個生命階段,他/她的進展取決於與您的互動等級.聆

聽他/她所發出的第一個聲音、看他/她踏出的第一步、觀察他/她

如何適應新環境.隨著PLEO rb在每個階段的進展,他/她會逐漸出

現更多樣化的動作與行爲.

PLEO rb生命階段四部曲:
第一階段—初生

在最初的幾天,PLEO rb的行爲被局限爲吃和睡覺,這是一個 

“育化”階段.

預期行爲
PLEO rb會張開他/她的眼睛,看著您

和周圍的環境.然後開始適應環境.

他/她的動作很慢,而且內建的感應器還

不是非常靈敏.您在這個階段中愛撫和飼

養PLEO rb所費的心力越多,他/她就會愈來愈有

自信,並且成長迅速.當PLEO rb完全自主並以四足

站立時,即表示“育化”階段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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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社會化發展

在接下來的幾天,PLEO rb學著去看、

去聽和去感覺周圍的環境,以及開

始與您互動.

預期行爲
PLEO rb 會開始展現基本的行爲與需求;他/她會要求喂食、

開始走路、探索環境、如果您和他/她玩耍的時候還會像嬰兒

般打小盹.並開始表現各種不同的情緒以回應與您的互動.

第三階段—青少年期和學習期

PLEO rb開始形成他/她自己的性格,

您可以開始教授他/她口頭命令.

良性互動將會影響他/她的性情、

順從和學習能力.

預期行爲
隨著他/她擴展的學習能力,通過ID卡和使用學習石 “到我這

兒來” 去學習像他/她的名字的口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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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成熟期
在未來的幾年,PLEO rb通過與您和您提供給他/她的訓練完全學
會互動.他/她將繼續隨時間的推移建立他/她自己獨特的個性和
行爲,將會展現出各種身體動作和社會行爲.

預期行爲
PLEO rb開始並且繼續根據您怎樣對待他/她去確立他/她的個
性和他/她的情緒、心情、健康和身體狀況.如果您能準時地
餵養他/她,PLEO rb將會是快樂,健康和精力充沛的.有規律地與
他一起玩耍,和精心地照料他吧!
另一方面,就像一個活生生的寵物,如果他/她受到像跌落、遺棄
於黑暗中、襲擊、不準時的餵養,給他/她餵養過量的零食或是置
於過度冷或熱的環境中太久或是其他疏忽的照料或虐待時,PLEO rb
可能會生病、受傷、難過、恐懼或是疲憊的.如果有這些情況發
生,您需要做“治療”的動作,像愛撫他/她,給他/她飼育健康的
食物或藥物(藥草),或是讓他/她休息幫助他/她恢復.
請訪問 www.pleoworld.com 去發現PLEO rb的其他食物和營養品.
您不能犯錯(除了身體上虐待PLEO rb外),所以請您花時間去觀
察、使用和學習PLEO rb.
請注意:當PLEO rb變老(幾年以後),就像活生生的寵物,他/她可
能開始走路很慢了,以及不太願意玩耍和要求更長的睡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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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PLEO rb
既然PLEO rb已經充滿電了,是時候把他/她喚醒了!

1.請確定PLEO rb的電源已轉到ON的位置.按住位於PLEO rb腹部
  皮膚下的 ON/OFF 按鈕兩秒,確保“電源”指示燈變綠.按住
  ON/OFF按鈕 10秒以關閉您的PLEO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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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一隻手放在PLEO rb的背上,輕輕地搖醒他/她.

您必須讓PLEO rb知道您的時間,因此您的時間去設置他/她的
內部時鐘.按住“Noon”設置按鈕2秒,當您的時間是正午時告訴
PLEO rb這是正午.如果您把PLEO rb帶到另一時區,您可能需要
重新設置.

PLEO rb在晚上睡覺(例如,從晚上10:00到次日早上8:00),在這個
睡眠時間內會不願意玩耍或作出回應.PLEO rb保持這樣的睡眠行
爲直到他/她的初生期和成熟期.

Noon設置按鈕

時鐘電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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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注意,PLEO rb可能尚未完全清醒.愛撫、撫摸,並對他/她說
  話,誘使PLEO rb張開眼睛迎接這個世界. PLEO rb在他/她的初
 生階段可能   無法完全瞭解您說話的內容,但他/她絕對能夠感受
  到您的撫摸!

當PLEO rb開始展現新生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徵時,即表示他/她

已清醒.在開始的幾天裏,您會發現他/她:

   •張開他/她的眼睛,眨眨眼,環顧周圍新的環境.

•伸展四肢,然後發出哭聲.

•當他/她感到饑餓時,喊叫以及尋求食物.

大多數時候,PLEO rb總是在睡覺和休息.初生階段過後,您會

發現他/她:

•搖搖晃晃地試探性地踏出第一步

•開始探索周遭的環境

•如果您與他/她玩耍時,還會打一會兒小盹

•開始展現出各種心情和情緒回應與您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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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的PLEO rb命名
當PLEO rb展現出他/她們青少年期的行爲時,他/她已準備好去

學習了.首先,PLEO rb會學他/她們的新名字,以及渴望去學習.

1.出示您的PLEO rb中包含的ID卡,請將它放置在PLEO rb的鼻子

  前面, 他/她可以觸覺到.

2.當PLEO rb感覺到ID卡時,他們將會擺動尾巴,站著不動,及張
  開他們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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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將卡放在他們的嘴裏,瑞寶將會閉上嘴巴,咬住那張卡,發出些愉悅的

  聲音,來回地擺動他們的頭,然後就是站著不動,等待著聽到您已經給他/

  她選好的名字.

4.請大聲地和清晰地叫出您的PLEO rb的名字.如果他/她聽到到他/她的名

字,他/她移動,然後站著不動,再一次看著您和等待您再一次叫他們的名

  字以確認.

5.如果PLEO rb成功地學習到他們的名字,他/她會擺動尾巴,來回地擺動他

  們的頭,以及鬆開那張ID卡.

如果PLEO rb意識到他們的名字有困難,那麽請按順序再試.

如果您試了好幾次還是沒有成功,有可能是房間的聲音太吵雜了或是您的
PLEO rb還沒有準備好,請稍後在安靜點的地方再試.

您可以隨時重新命名您的PLEO rb,只要重復以上的步驟即可.

請注意:當PLEO rb站著不動看著您的時候,您可以通過從他/她的嘴里拉出
ID卡來中止命名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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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PLEO rb互動
PLEO rb是一個複雜的學習生命形式, 具備感受與知覺; 發掘

PLEO rb的感官能力, 讓他/她看見並感受撫摸與動作.

視力:
PLEO rb可偵測其路經徑中的物體. 尤其是敏感的紅色物體.
PLEO rb能讀特殊的PLEO rb生日卡和聖誕卡,當他/她看到那些卡時,
他/她會哼“生日快樂”和“鈴兒響叮噹”.(這些卡單獨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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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摸:
PLEO rb知道各種各樣撫摸的互動,像撫摸、輕拍、愛撫和觸碰.
PLEO rb很喜歡被撫摸、輕拍、愛撫.

PLEO rb不喜歡被觸碰,但是他/她知道“觸碰”是一種消極承認.
撫摸PLEO rb的頭部、下巴、背部和四肢時,您將會發現PLEO rb
的逗趣反應.請試著同時撫摸他/她身體的各種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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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

在安靜的環境中,PLEO rb能夠聽到左右兩邊的聲音.同樣地在訓

練後,PLEO rb會懂得口頭命令.

PLEO rb通過口頭命令學習石可被訓練得可以去聽和記憶您的口
頭命令“坐下”.

PLEO rb可以識別每一個專用的學習石的口頭命令(請參見學習石

的符號標誌圖示).

1.像學他們的名字,如果PLEO rb理解學習石,他/她會搖動尾巴做

  出回應,站著不動以及看著您.您把學習石放到他們的嘴裏,

  PLEO rb會發出愉悅的聲音和來回地擺動他們的頭.然後看著您

  去確認那個口頭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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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在請大聲地和清晰地用您的語言說出口頭命令.如果他/她可  
  以聽到那口頭命令,他/她會移動,然後站著不動,再次看著您,
  等待您再一次說那口頭命令以確認.如果他/她已成功記憶了那
  口頭命令,他/她會擺動尾巴,非常興奮地擺動他/她的頭,然後 
  低下頭來並鬆開那學習石.

3.如果PLEO rb學習命令有困難,請按順序再試.
如果您試了好幾次還是沒有成功,有可能是房間的聲音太吵雜了
或是您的 PLEO rb 還沒有準備好去學習.請稍後在安靜點的地方
再試

請注意:當PLEO rb站著不動看著您的時候,您可以通過從他/她的
嘴里拉出ID卡來中止命名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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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命令:
像其他活生生的寵物一樣,

PLEO rb集中在走路和探索

方面,他/她不是一開始就

準備聽口頭命令的.如果您

想要執行口頭命令,請等到

PLEO rb站著不動的時候,

在他/她前面大約 6-8 英寸

(15-20釐米)的地方,通過大聲

地拍手引起他們的注意.如果環境

太吵,他/她可能會聽不到您的拍掌聲,

所以請在安靜點的地方再試或再拍大聲

點.在引起您的PLEO rb注意後, 他/她會站著不動和看著您,等待

您去叫他/她的名字.在他/她聽到他們的名字後,他/她會移動然

後再一次站著不動,等待聽到口頭命令.如果PLEO rb在學習口頭

命令時存在困難,可能是房間太吵了,請在安靜點的地方再試.或
者請觸摸兩額至2秒PLEO rb(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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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口頭命令學習石在 www.pleoworld.com 在線單獨售賣.(盒附有

Cross sell單张)PLEO rb可識別特殊的PLEO rb音樂,當他/她聽到這些

音樂時,他/她會跳起舞來.如有需要, 請到 www.pleoworld.com 的

“pleoshop”在線商店購買PLEO rb的音樂和鈴聲.

請注意:像其他活生生的寵物一樣,當PLEO rb在良好的精神和物理狀態時,

只會對口頭命令作出回應.

吃東西:
飼育PLEO rb是非常有趣和快樂的.PLEO rb有他/她自己的食物偏好(喜歡

的和不喜歡的).

PLEO rb可以識別各種各樣的食物、零食、食用草藥和礦物類藥.

  •松柏葉片是提供給PLEO rb的日常所需的健康的根本的食物.當PLEO rb感

    到饑 餓和在飼育期間的時候,他/她只吃松柏葉片.一天只需要在晚上飼育一次.

•薄荷葉片是一種藥草,味苦.但是當PLEO rb生病時,可以治癒他/她.警告: 

 如果PLEO rb生病了,他/她也不喜歡吃藥草,只想要吃薄荷葉片.

•岩鹽是一種藥,味苦.但是當PLEO rb受傷時,可以醫治他/她.警告:如果

 PLEO rb受傷了,他/她也不喜歡吃藥,只想要吃岩鹽/

飼育您的PLEO rb:
  1.把食物或藥草放在PLEO rb的嘴

    巴附近(他/她會知道這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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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這是他/她想要或需要的,他/她會張開他們的嘴巴去咬住它.

3.如果您提供的不是他/她想要或需要的,PLEO rb會緊閉嘴巴及把頭轉

  向另外一邊.

4.如果PLEO rb生病了,他/她只想要吃藥草或藥物.所以,如果您必須強迫

  他/她張開嘴巴去喂他們任何一樣時,PLEO rb可能會搗亂並發生“嘔吐”

  的聲音,因爲他/她不喜歡這樣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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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PLEO rb生病或受傷了,PLEO rb會慢吞吞勉強地張開他們的嘴巴(但

  不會轉過他/她的頭來)一會兒,及張開他/她的嘴巴去咬住藥草和吃.

像其他活生生的寵物一樣,過量食物或錯過膳食會導致生病,影響健康.請

適當和準時地飼育您的PLEO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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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
如果PLEO rb在身心健康狀態時,他/她會想要玩耍.

像拔河遊戲.

1.把拔河石咬片靠近PLEO rb的嘴巴.如果他/她想要玩耍的話,他/她會張

開他們的嘴巴,讓您把拔河石放進他/她的嘴巴.如果他/她不想要玩耍的

話,他/她不會張開嘴巴.

2.在您把拔河石咬片放進去後,他/她會咬住,並允許您開始拉扯繩子.如果 

  PLEO rb咬住拔河石咬片有10-15秒,他/她會張開嘴巴,鬆開拔河石咬片,

  然後展現開心和興奮的表情,以示贏得了比賽.

如果您把拔河石咬片在10-15秒之前拔出來,PLEO rb會不高興地垂下他/她

的頭和尾巴,所以有時間要確定讓PLEO rb贏,使他/她歡呼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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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感和動作:
PLEO rb有很好的方向感和動作.

    •   他/她知道您是否把他/她放在地面或是舉過頭或是讓尾巴垂下.

•  他/她知道您是否搖擺、投擲並且抓住他/她或偶然地使他/她翻倒或 

  者把他/她摔落在地面上.

•  PLEO rb喜歡玩耍、被搖擺、被投擲和被抓住而感到興奮和開心.但是

  請小心不要讓他/她跌落到地面上.

•  如果您讓PLEO rb摔落的話,他/她可能會受驚或受傷;他/她的情緒會變

  得沮喪和有一小會兒不會走路.這時需要花多些時間來飼育(愛撫和用

  藥草飼育他/她)去讓他/她的情緒和身體上都得到恢復.

•  PLEO rb 不喜歡被抓住尾巴,他/她會嚎叫和掙扎.所以如果您想要您的

  PLEO rb 開心和健康的話,請小心地和他/她玩耍,並用心呵護他/她!

冷和熱的感覺:
PLEO rb對溫度是很敏感的;他/她喜歡生活在50°F (10°C)以上, 104°F 

(40°C )以下的環境溫度中.

    • PLEO rb不喜歡極端的溫度;如果太冷,他/她會顫抖;如果太熱,他/她

    會氣喘.

•  如果把他/她放置在太冷或太熱的溫度中一段時間,他/她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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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PLEO rb能夠搜尋所在環境中的物體以及其他生命形式.

互動:
看看如何使您的PLEO rb和其他Pleo進行互動.

關懷您的PLEO rb:
有時,PLEO rb會感到沮喪.請將PLEO rb視爲生命對待,並用心呵護.飼育瑞

寶時,請隨時看護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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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一般寵物或新生的生命形式一樣,PLEO rb會主動與其環境産生互動
及反應.
以下提供一些與PLEO rb玩耍時的一些建議:
    •  請用適當的食物準時地飼育他/她.

•  試圖飼育他/她各種不同的食物/零食/營養品/藥草/藥物,看看他/她 

    的反應如何.

•  如果他/她還不餓,會玩起拔河遊戲.

•  把“黃色/綠色/紅色”訓練葉片放在PLEO rb前面,看看他/她有什麽反 

  應?

•  當您抱起和抱住PLEO rb時,他/她的反應如何?

•  您的PLEO rb對愛撫、擁抱和疼愛有何反應?

•  如果您讓PLEO rb倒立時,會發生什麽情況?他/她能站起來嗎?

•  您能夠教PLEO rb玩些小遊戲嗎?

請記住: PLEO rb是一個生命體.看看他/她能做些什麽,觀察他/她對您以及

周遭環境有什麽樣的反應.

請登入 www.pleoworld.com 瞭解更多關於您的PLEO rb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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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您的PLEO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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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O rb OS系統決定了PLEO rb如何去感覺和起反應
Innvo Labs Life OS是一套複雜的軟體系統,結合了主要的行爲本能:

•  基本生活所需(吃飯、睡覺、探索、使社會化和互動)

•  外部感覺(聲音、光線、觸覺、食物、顔色、口頭命令、溫度)

•  出生特徵(學習的智力、性情、活躍的、順從)

•  性別(男或女)

•  出生以後核心屬性(吃飯、心情、情緒、健康和身體)

例如:
•  如果PLEO rb未與任何人有所互動或未受到任何外在刺激,他/她可能 

  會覺得無聊,開始打起盹來.

•  如果PLEO rb想要冒險,他/她可能會選擇自行探索.

•  如果PLEO rb覺得餓了,他/她可能會四處晃晃和嗅嗅食物.

•  如果他/她剛吃飽,可能會想要玩玩拔河的小遊戲.

•  他/她喜歡吃零食,即使是在他/她飽的時候.

•  如果他/她沒有生病,他/她是不願意張開嘴巴吃藥草或藥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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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O rb對與您的互動的反應取決於所有特徵的結合情況和當下的屬性.
例如:

•  您投擲和抓住PLEO rb―造成一種愉快的心情、健康和興奮.PLEO rb

  會發出愉悅的聲音、擺尾和擡頭.

•  如果您意外地讓他/她摔落在地面上,導致他/她身體受傷和受到驚

  嚇.他/她的反應是身體會抽搐、垂下頭和尾、眼睛半閉和發出一些抽

  噎地哭的聲音.

•  像其他活生生的寵物一樣,當PLEO rb在良好的精神和物理狀態時,他/

  她只想要玩玩遊戲、對口頭命令起反應、對訓練葉片起反應、唱歌或

  跳舞.

知道和瞭解您的PLEO rb
跟您的PLEO rb玩耍和互動會幫助您更好地知道和瞭解您的PLEO rb.

由於他/她所體驗的條件、環境和互動的不同,每一個PLEO rb的反應都是

獨一無二的.

像您對待其他活生生的寵物一樣,記錄他們的心情、情緒、飼育、身體和

健康狀況,以確保他/她在良好狀態.

自己找出如何讓您的PLEO rb獨一無二,這是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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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LEO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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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PLEO rb
註冊過程非常迅速簡單!

•  請訪問 www.pleoworld.com **

•  請找出PLEO rb右前腳上或PLEO rb識別卡上的12位序號.

•  請記下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以供日後使用.

歡迎您!您已經加入PleoWorld 社群囉!

下載註冊卡寄回本公司.請確認留下您的電話號碼、地址及郵箱地址,

以便我們將重要更新訊息內容提供給您.

加入Pleoworld
什麽是Pleoworld?
這是PLEO rb飼主和機器愛好者的專屬社群,他們會在www.pleoworld.com
中分享PLEO rb的經驗談.

您可以在PleoWorld做什麽?

結交同好:

  •  加入在線和離線社群

•  到討論區分享心得

•  與其他PLEO rb飼主交流

•  找到志趣相投的PLEO rb夥伴

•  在社區裏尋找其他PLEO rb飼主

wyleu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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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設定:

•  下載PLEO rb的新聲音和行爲模式

心得分享:

•  製作個人化的PLEO rb簡介

•  寫Plog(PLEO rb博客)

•  分享PLEO rb的故事―上傳視頻和照片到官方pleoworld的Facebook
  上面的粉絲頁面.

軟體更新
到 www.pleoworld.com 檢查軟體更新資訊.如果要進入PleoWorld並將

下載檔案傳輸到您的PLEO rb,您需要以下專案:

•  個人或Mac計算器

•  網路聯機

•  空白的Micro SD卡—供下載和軟體更新用

大多數高效能的Micro SD卡均與PLEO rb相容.

* 請另行向當地的電子經銷商購買Micro SD卡.

wyleu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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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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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照料我的PLEO rb?

請遵守本手冊中的所有注意聲明,含所有電氣警告與搬運說明.

•  如需清潔PLEO rb,請使用濕布小心擦拭.

•  您可以使用Pledge®額外濕潤的家具擦亮劑(來自S.C. Johnson & 

  Son, Inc.)與每月一次一塊軟的乾淨的適應PLEO rb的皮膚的布料.

  Pledge承諾將幫助保持PLEO rb的皮膚,使期不那么容易發黏和更具

  磨損抗性.

•  請勿使用肥皂或其他清潔劑.

•  請勿嘗試自行修復!以免本包裝內含的保修自動失效.

爲什麽我的PLEO rb動作慢吞吞?

就像一個真正的寵物一樣,PLEO rb他/她也要需要休息.如果電池電量過低

或在極度高溫的環境下,PLEO rb的動作會變慢,看起來好象很疲倦或昏昏欲

睡;甚至可能會自動關機.請儘量讓PLEO rb在室內或適宜的環境溫度在50�F 

(10°C) 到104°F (40°C)之間中活動.

爲什麽我的PLEO rb在做某個動作時,會忽然停住或停止?

當PLEO rb接收到靜電釋放時,可能會發生停止運作或“定格”現象.只需

把電源關閉,然後再重新開啓即可恢復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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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我的PLEO rb動也不動?

1.請確定電池已充電四小時.

2.再次確認 PLEO rb 的開關是否轉到“ON”的位置(請參閱第18頁“幫

  PLEO rb的 Lithium Polymer 鋰電電池充電”).

3.在白天,看看PLEO rb是不是在休息?輕推或輕拍PLEO rb,將他/她喚醒.

4.在夜間,看看PLEO rb是不是在睡覺?將電源開關推到“ON”喚醒他/她

  (在晚上,他/她可能很快地又會睡著).

5.PLEO rb的電池與行動電話的電池類似,當電池沒電時,便需要更換新電 

  池.請登錄 www.pleoworld.com 瞭解關於購買替換用充電電池組的詳

  細資訊.請注意:PLEO rb含特殊的可更換Lithium Polymer鋰電電池組.

  請勿使用其他非PLEO rb專用的電池組,以免發生故障或導致産品損壞.

我的PLEO rb發出的聲音過大,我要如何降低音量或關閉音量?

按PLEO rb電源開關的“ON/OFF”按鈕,按一次可“靜音”,按兩次可降低

音量“小聲”,按三次爲“正常音量”.請注意,PLEO rb內部複雜的齒輪

與馬達可能會使PLEO rb在移動時産生些許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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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他問題,請通過www.pleoworld.com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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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集
PLEO rb是什麽?
PLEO rb是一個以年幼的圓頂龍爲模型製作並有自主能力的機器生命體.

PLEO rb具有近似生命體的能力,也就是說,PLEO rb能夠獨立思考與行動,

就跟真的動物一樣.

“生命形式”指的是什麽?
簡言之,生命形式不論在外觀、動作以及行爲上,都能讓人覺得與真實的生

命體無異.更重要的是,PLEO rb具備生物體的肢體語言、展現情緒、能夠

察覺周遭環境,同時還具備可辨識的行爲.

什麽是圓頂龍(Camarasaurus)?
圓頂龍(發音: KAM-ah-rah-sawr-us)表示”有洞的蜥蝪”(取自希臘文),

意指其脊柱中的洞.圓頂龍是北美發現的恐龍中最知名的蜥腳類動物,同時

也是侏羅紀後期有最多化石的恐龍.圓頂龍經歷過白堊紀初期後,也生存於

歐洲.在美國猶他州則發現了完整近乎無瑕的幼龍化石,有17吋(520公尺)

長.其頭部短小,鼻孔呈方形,介於鼻子上方與眼睛前方之間.背骨的重量

因脊柱中空而較輕;頸部較多數蜥腳類動物短厚,尾巴不僅短而且呈扁平

狀.圓頂龍前後腳的長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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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O rb有什麽獨特之處?
PLEO rb的核心爲Life OS,這是一套作業系統軟體,能夠讓PLEO rb獨立行動

並根據與您和環境的互動來養成PLEO rb的性格.

什麽是Life OS?
Life OS是一項複雜的工具和技術平臺,可讓PLEO rb的機械,電子,感官與

人工智慧系統以生命體的方式産生互動.

PLEO rb適合哪種年齡層的人購買?
PLEO rb是極爲精密的産品,並且會逐漸演進成一隻充滿好奇心的動物,需

要細心照料.與瑞寶玩耍時,十二歲以下兒童應有成人在旁監督.

PLEO rb會說話嗎?
PLEO rb會發出動物聲,但不會說話.

PLEO rb聽得見聲音嗎?
可以.當 PLEO rb 不動且周遭皆相當安靜時,便能夠聽見聲音.通過利用

PLEO rb的學習輔助工具(如注意,額外的可在 www.pleoworld.com 單獨

購買的PLEO rb學習石)進行的學習進程,他/她可以懂得您給他/她提供的
名字和口頭命令.



61

有哪些事情是PLEO rb不能做的?
PLEO rb不會飛也不會游泳!請勿將PLEO rb從高處擲落或丟入水中,否則將

不適用本産品的保固.PLEO rb只適合在乾燥的室內活動.請記住以對待寵

物的方式對待PLEO rb–要全心照料.

我可以幫PLEO rb上色嗎?
不可以.請勿幫PLEO rb上色,顔料中所含的稀釋劑可能會損害PLEO rb的皮

膚材質.您可以給您的PLEO rb穿上他/她獨特的衣服(Cape)以保護他/她的

身體.我們鼓勵您幫PLEO rb打扮,以符合其獨特的個性.

如有其他問題,請通過 www.pleoworld.com 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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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這個設備符合FCC規則的第15部分規定.行動是受以下兩個條件限

制的:

  1.此設備不會産生有害干擾

  2.此設備必須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意外操作.

本設備已經過測試,證明符合限額B類數位設備,根據FCC規則第15部分.這

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護,防止有害干擾無線電通信.因爲本設備的産

生,使用能輻射無線電頻率能量,但不能保證不會産生干擾.如果此設備確

實會干擾無線電或電視接收(您可確定轉動和關閉設備),以下的一個或多

個措施是非常有用的:

•  重新調整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線.

•  增加分離玩具和無線電或電視之間的距離

•  諮詢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 /電視技術人員

警告: 任何未經Innvo Labs有限公司許可的更改或修改都可能導致有損

用戶使用該設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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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O rb包含的附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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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O rb包含的附件有:



Clock Button Cell Battery (CR2032) insertion instruction 
1. Insert button cell underneath the 2 tabs as shown, with “+” side   
    facing the battery cover side.

2. Press down the button cell and then reinstall the battery cover    
    and the screw firmly.

如圖示，把鈕型電池(“+”極向上)傾斜放置到兩個接觸金屬點下.

然後把鈕型電池壓下，安裝電池蓋，並旋緊螺絲.

如图示，把钮型电池(“+”极向上)倾斜放置到两个接触金属点下.

然后把钮型电池压下，安装电池盖，并旋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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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leung
Typewritten Text
WARNING: This product contains a Button or Coin Cell Battery. A swallowed Button or Coin Cell Battery can cause internal chemical burns in as little as two hours and lead to death. Dispose of used batteries immediately. Keep new and used batteries away from children. If you think batteries might have been swallowed or placed inside any part of the body, seek immediate medical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