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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为降低伤害或损坏风险，请在安装、使用和维护机器人前阅读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不正确地操作本产品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物理损伤。

对于因误操作而导致的任何损坏，制造商不承担任何超出本产品使用手册中定义之正常使用范围的责任。

适用环境

• 请将 temi 置于室内干燥地面。

• temi 的适用工作温度范围为 0ºC 至 40ºC，超出此范围的操作将会导致产品损坏。

• 请勿在存有易燃气体或烟雾的情况下操作本产品，在这样的环境中操作任何电子仪器均会构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使用

• 请小心使用 temi，操作时请勿施加任何物理压力或冲击力。

• 避免将手指放在活动部件附近，例如 temi 的颈部、激光雷达或轮子。

• 不适合 5岁以下的儿童单独使用。

保养

• 请勿用湿手接触 temi 或其底座，也勿溅上任何液体。

• 如需清洁 temi，请使用干净的无绒布擦拭，切勿使用液体喷洒或冲洗 temi，同时避免使用清洁剂。

• 在清洁或维护之前，请务必断开 temi 与底座的连接。

• 在清洁底座之前，请务必断开电源线。

• 请勿拆卸 temi 或底座，务必委托合格的授权人员进行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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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 temi 配有经过地区认可的电源线，请勿使用任何其他电源线。如果电源线或插孔损坏，则必须联系客户服务中心安

排更换。

• 底座插头适用 100-240 V 50/60 Hz 标准插座。不得使用任何电源转换器，否则保修将立即失效。

• 如果您居住在易受雷暴影响的区域，建议您在底座电源线所连接的电源插座上安装额外的电涌保护装置。

• 请使用 temi 内置电池，电池的更换仅可由 temi 官方客户服务部门进行。

• 请勿拆卸或改装电池。电池包含安全和保护装置，如果损坏，可能会导致电池发热、爆炸或燃烧。

• 警告 化学物质接触：如果电池组漏液，请勿让液体接触皮肤或眼睛。如果已经接触，请用大量清水冲洗接触部位

并寻求医疗建议，立即联系 temi 客户服务中心。

• 警告 火灾或爆炸危险：请勿挤压或拆除电池组。请勿将电池组加热或放置在任何热源附近，避免阳光直射。请勿

焚烧电池组或使其短路。请勿使电池受到机械冲击。

注意

仅供室内使用。

避免雨淋。

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 指令）是关于废弃电子和电气设备的 2012/19/EU 号欧共体指令。

锂离子电池易燃。

警告：触电危险。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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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temi

temi 是什么？

temi 是移动机器人助手，您的一声呼唤便能控制您的智能设备、查看在线内容、进行视频通话和让 temi 为您提供

导览讲解服务。temi 的核心元素是人工智能、开放性平台和移动性。

人工智能

用户可以使用 temi 的人工智能功能运行应用程序、拍照、资讯语音问答等等。

temi 还提供了内置应用程序：

• 拍照
• QQ音乐
• 闲聊
• 声音百科
• 附近的信息

• 天气
• 智能家居
• 成语
• 体育
• 闹钟和提醒

• 十万个为什么
• 翻译
• 星座
• 黄历

• 知识库
• 唐诗
• 世界之最
• 节假日

如果想要获取更多关于 temi 技能的信息，请访问本手册中第 34 页的“temi 的内置技能”。

免手持视频电话

temi 具有用户追踪技术和全自主导航功能，为用户提供全新的视频通话体验。当通过机器人进行视频通话时，用

户可以提示 temi 跟随自己，从而全面实现免手持面对面交流。当通过 temi 应用程序或 temi 管理平台远程调用

temi 时，用户可以手动或预设位置呼唤 temi，temi 会在途中自动避开障碍物。

视频通话功能在未开通订阅服务时，仅提供 1分钟免费通话。订阅服务的具体内容请访问本手册中第 32页。

可移动性

通过使用多种传感器和一个专用 CPU，temi 可以映射并查看其周围环境，区分墙面、家具、人等等，确保 temi

不会与任何物体接触，确保安全性以便于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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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箱内有什么？

temi 电源线与充电桩 说明书与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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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i 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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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temi 的开箱

1. 打开 temi 的包装箱。

2. 从泡沫塑料中取出充电桩。

3. 抓住手柄拆开泡沫塑料。

4. 双手扶握机身，将 temi 从包装箱拉出。

小贴士：推荐保留 temi 的包装箱以便用于日后运输或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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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充电桩

用来给 temi 的电池充电，它连接到电源插座，并配有一个电源适配器。

1. 将充电桩放置在 temi 可以轻松到达的位置。

2. 将充电桩放置于坚硬的水平地面上，紧贴墙壁。

3. 在充电桩两侧留出至少 0.5 米的空间，在底座前方留出至少 1.25 米的空间，以便 temi 可以轻松到达。

充电桩在设定之后，必须固定位置，因为充电桩是 temi 低电量状态自动返回充电的地方。

小贴士：确保附近没有镜子等可能会导致传感器错误引导 temi 的高反光材料。

0.5米

0.5米

1.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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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关闭 temi

• 按下【电源键】即可启动 temi，LED 指示灯会亮起。

• 按住【电源键】3秒钟直至 LED 指示灯熄灭即可关闭 temi。

在 temi 启动模式下，按压【电源键】一次（长按将关闭电源）可以进入

功能模式选择页面，分别是“待机模式”、“隐私模式开启”和“关机”。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显示屏幕和 LED亮度将自动调到最低，temi 仍然可以接受“语音”或者“触摸”操作指令。

 当 temi 开机并且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没有任何操作后，temi 将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通用设定中可设置具体的等候时间，从 30 秒到 10 分钟不等。

隐私模式

在【隐私模式】下，temi 机器人的麦克风和摄像头设备将关闭，来电和通知将无法收到。

 temi 进入模式选择界面后，点击【隐私模式开启】图标后就会进入【隐私模式】。temi 顶端的触摸按钮显示

为红色。

 关闭和离开【隐私模式】，

 按压 temi【电源键】一次，进入模式选择界面，点击【隐私模式关闭】后就会返回正常操作模式。

 点击左上角的【Ø】符号，自动解除【隐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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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管理

 充满电后，temi 可以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维持

6小时左右的运行。

 充电时，temi 顶端的 LED指示灯会亮起。

 为了节省电源，可设置当 temi 处于空闲状

态并超过指定时间后，进入低功耗模式。而

temi 也将在 10 分钟后自动进入【待机模

式】，关闭部分导航功能。一旦发生用户交

互活动，这些功能将立即自动启动。

 当电池电量偏低时，可在【电量设置】中选

择让 temi 自动返回充电桩进行充电，电量

可选范围在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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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i 移动应用程序

移动应用程序可用于与 temi 机器人的互动、成员编辑、远程视频通话等。

下载

 苹果手机从 App Store 下载

 安卓手机点击 https://www.robotemi.cn/apps 或扫描右侧二维码进行下载

同步和邀请联系人

注册后，您可以选择下方的“通话”

 点击“通话”，可以查看过往的通话记录、未接来电等信息。

 点击“联系人”，可看到您有哪些联系人也在使用 temi 应用。

（安卓手机用户请注意：需要在您的手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移动号码前添加+86，

联系人才能被 temi 应用程序识别。）

您可以通过点击联系人列表底部的“将应用分享给其他人”按钮，通过实时社交应用邀请朋友使用 temi 应用程序。

https://www.robotemi.cn/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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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temi

每一台 temi 都需要在 temi 服务器上激活并注册后方可使用。该过程是为了确保：

• temi 是原厂包装的正品

• temi 有一个超级管理员

在使用机器人初始设置时需进行此激活过程。

1. 短按电源按钮，temi 进入启动过程。

2. 进入交互界面，根据提示选择并设置Wi-Fi，接通网络。

3. 将充电桩连接电源，并将 temi 轻推向充电桩，接触进入充电状态。

4. 根据界面提示进行 temi 与手机配对。在初始激活时，temi 将生成并显示一个包含机器人 ID信息的二维码。

5. 使用 temi 应用程序

a) 点击屏幕下方“扫码”

b) 按照应用程序的提示扫描 temi 屏幕的二维码，点击继续便可以完成激活。

6. 界面提示您想将激活的这台 temi 分配到那个组织。temi 会自动用您的名字建立一个初始组织，你也可以选择

创建新的组织。

7. 为此台 temi 新建一个昵称，方便管理，确定后便完成了整个激活过程。

temi 管理平台或 temi app 的 temi 列表中可看到你激活的或被指定为成员/管理员的全部 temi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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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

选择组织：点击右上角账号图标可以切换组织。

1个账号可以进入多个组织，但 1个机器人只能归属1个组织，需找到机器人的组织归属才能找到对应机器人。

temi 机器人管理

选择屏幕下方“temi”后，可查看您激活的或被邀请为成员的机器人的状态和信息。

 导航状态（待机、跟随中、前往某个地方等）。

 状态（是否在线，启动并链接了网络）。当机器人设置为隐私模式开启时，应用程序中的 temi 将显示为离线

状态。

 电量（百分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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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点击以下功能按键可启动或进入不同功能的编辑页面

与 temi 进行视频通话，编辑通话备注。

可自定义 temi 的昵称；

可以设置主页背景图片。可以选择“重置为默认”或者“设置为自定义”。

自定义背景一次最多可以同时推送 20 张图片，循环播放作为 temi 的屏幕背景。

编辑此台 temi 的成员和设置

用户管理

temi 有 4种类型的成员：

• 激活 temi 的用户将被默认为“超级管理员”（仅限一人）

所有成员都必须在手机上安装 temi 移动应用程序，注册一个 temi 账户。

用户权限（*管理员身份需要在 temi 管理中心开启）：

编辑成员 自动接通视频 编辑地图 控制 temi 更改设置 退出组织

超级管理员

管理员

分级管理员

访客

*可在 temi 管理平台总设置更改

**超级管理员名下有 temi 时，不可以退出组织，但可以组织的所有权移交给其他用户。

管理员可以通过 temi 应用开放部分权限。 如需管理权限：

1. 在移动应用程序中左下角，找到“temi”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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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您要管理的 temi 机器人，点击“成员”

3. 点击“邀请新的成员”、“删除”或“权限”按钮，并设置权限。

temi 机器人的联系人列表可以在 temi 管理平台进行编辑，和选择显示哪一个联系人群组。

最新活动

显示最近用户与 temi 交互的活动和信息，记录的活动有不同类型：

 应用程序信息，如同步的照片和视频，用户加入和退出情况等。

 通知和一般更新，例如配对信息。

 使用 temi 机器人拍摄的照片、视频，可分享到社交网络和其他手机应用程序上。

 也可删除最近活动中的图片或视频媒体资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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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em交流

temi 可以通过触屏和语音控制，所有指令均以“叮当，叮当”开头。

下面将提供一些示例说明可以对 temi 说什么。

如果想要获取更多关于 temi 技能的信息，请访问本手册中第 33 页的“temi 的内置技能”。

“叮当叮当，给我讲个笑话”

“叮当叮当，拍照”

“叮当叮当，打电话给妈妈”

“叮当叮当，天气怎么样”

“叮当叮当，有什么新闻？”

“叮当叮当，拍视频”

“叮当叮当，特朗普是谁”

小贴士：为了使 temi 更好的理解语音命令，建议用户使用清晰自然的表达。

联系人和最近通话

• 要访问联系人和最近通话，请点击右方顶部菜单栏的“联

系人”图标。

小贴士：由于机器人会自动接通所有“成员”的视频来电，

建议仅将关键用户添加为“成员”。

视频电话：手机 APP端操作

通过手机端temi APP来呼叫temi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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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temi”标签中选择temi机器人进行视频通话

2. 从联系人标签进行选择

a) 选择联系人

b) 可以选择连接联系人的机器人或视频呼叫联系人的移动设备

3. 从temi列表中进行选择

a) 选择temi机器人 > 成员

b) 选择联系人

c) 可以选择连接联系人的机器人或视频呼叫联系人的移动设备

 当管理员呼叫绑定的temi机器人时，视频通话将在几秒后自动连接。

 当普通用户呼叫temi机器人时，视频通话需要在temi机器人一端接听。

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进行视频通话时的控制：

• 在呼叫控制视图下，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位置开始控制机器人并显示位置按钮。

• 如需从机器人控制视图切换到呼叫控制视图，请触摸屏幕左下角的控制按钮。

Temi 屏幕和镜头向上或向下滑动调整纵向角度

选择地点，让 temi 移动至保存的位置

放大或缩小 temi 的镜头视角

方向控制盘，控制 temi 前进后退或左右转动

控制 temi 机器人的音量

视频电话：temi 机器人操作

使用 temi 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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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语音：说：“打电话给 xxx”

• 点击 temi 的屏幕，选择“联系人”，选择致电的用户

致电该用户的 temi app

致电该用户的 temi 管理平台

通过机器人进行视频通话时的控制：

• 站在 temi 前面时点击操作按钮即可享受免提视频通话。

• 在标准视图下，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位置便可以开始控制机器人

远程音量控制：

• 通话期间，通过手机 APP 控制机器人的音量

未开通订阅服务的机器人，每次仅能免费使用视频通话功能 1分钟。



19

跟随模式

temi 可以追踪您的面部和身体。

如需激活跟随模式：

• 站在 temi 前面，点击 temi 顶端的操作按钮

当要求 temi 跟随您之后，temi 将会对您进行搜索，界面顶端将显示如下：

如果无法移动，并发现有障碍物，界面顶端将显示如下：

一旦 temi 识别出您，界面顶部将显示如下：

temi 在跟随模式下将根据用户距离调整其行为：

• 不足 1.2 米：temi 将面向用户不再向前移动（图 A）

• 1.2 米~2.0 米：temi 将向用户方向前进并保持最佳距离（图 B）

• 大于 2.0 米：temi 将等待用户靠近（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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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跟随模式

• 如需阻止 temi 移动，请按顶端操作按钮。

小贴士：如果 temi 未能停下来，请按住电源按钮直至 temi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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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

temi 的托盘可放置物品，可承受物品重量在 3kg 以内。

 temi 托盘带有 12V 电源接口供外界设备充电，和 4个螺

丝孔用于固定外接设备。

音量控制

• 音量范围为 1-10。

• 按键控制：触摸 temi 头上的”+”或者”-“ 键。

• 语音控制：请对 temi 说：“叮当叮当，将音量调到 7”，或者“叮

当叮当，将音量调大/小”。

基本使用说明

激活过程中将为您提供一些基本功能使用说明。

如需查看基本功能介绍和其他应用说明，请在 temi 机器人的应用选择页面中，点击教程并选择希望观看的视频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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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菜单

关于

1. 查看机器人的关键信息：Wi-Fi MAC 地址、Launcher 系统、Robox 系统、固件、序列号、语言、教程等等。

2. 软件更新，点击进入系统会自动检查更新，并告知是否有最新的软件版本。

3. temi 的昵称，点击便可进入编辑页面

地图编辑器

详细操作，请查看地图功能部分的介绍。

导航

详细操作，请查看地图功能部分的介绍。

WIFI

选择或者更换WIFI 网络，选择“设置” >“WIFI”。

蓝牙

可以连接到其他设备

模式

1. 默认：temi 机器人的默认工作模式

2. 迎宾模式：当检测到前方有用户接近时，启动预设的互动流程

3. 隐私模式：开启的时候，麦克风和相机被禁用，禁用唤醒，禁用来电，通知提醒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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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选择 temi 屏幕显示的信息，默认屏幕、空白屏幕、自定义屏幕或应用

 自定义屏幕：需要在“temi 管理平台”进行定制

通用设定

1. 电池

a) 电池电量（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选择“打开“或者“关闭“电量的百分比显示。

ii. 低电量设置中选择让 temi 自动返回充电桩进行充电，电量可选范围在 10%-70%。

b) 待机模式

i. 当 temi 不在使用的时候，temi 的屏幕和 LED亮度将设置为最低亮度。

ii. 时间可选范围在 10 秒到 10 分钟的等候时间。

2. 通话

a) 设置是否允许成员用户给 temi 致电

b) 设置是否允许非成员用户给 temi 致电

c) 设置是否允许非成员用户在与 temi 通话中控制机器人的移动等

d) 设置是否启动防火墙模式，开启后 temi 可在防火墙环境下进行视频通话。

3. 语音交互

a) 互动表情

i. 选择唤醒 temi 时，左下角显示的图标。

b) 唤醒（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打开禁用唤醒后，将无法语音唤醒 temi。

c) 唤醒应答

i. 在 temi 管理平台中进行设置。（最多可设置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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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随声而动

i. 当你喊“叮当叮当”，temi 会转向面对你

4. 触摸交互

a) 物理按键（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可选择禁用电源键、音量键，

ii. 可禁用触摸按键的全部功能，或者禁用启动跟随模式，但可以中断 temi 的移动

5. 通知

a) 全屏导航通知（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关闭后，temi 将不会在屏幕上显示前往的位置名称

b) 导航状态标签（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关闭后，交互期间，temi 将不会显示绿色导览栏标签

c) 导航错误通知（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关闭后，temi 将不会在导航出错时展示全屏通知

6. 其他

a) 日期和时间（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i. 可选择以 12 小时或 24 小时的形式显示时间，并可以核对 temi 的时区设置是否准确。

b) 原地跟随

i. 开启原地跟随，temi 将识别到它前面的人并问候。

c) 自主返回

i. 设定自主返回后，temi 时间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无交互便自动返回指定的位置。

定时任务

 开启或关闭在 temi 管理平台中设置的定时导览

查看定时导览的执行结果、具体的时间和是否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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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权限

1. 权限

a) 可选人脸识别、地图、设置、导览的权限是否开放给 temi 机器人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2. temi 应用市场

a) 可查看在 temi 应用市场中可供下载使用的应用程序，需要在 temi 管理平台中启动

连接到QQ音乐

1. 腾讯账号

a) 因腾讯系统原因，不可暂时无法使用其他账号进行关联，请用QQ音乐账号扫码激活。

2. QQ音乐

a) 请使用手机端 APP“QQ音乐”扫描屏幕二维码激活，关联QQ音乐后，可同步您的音乐收藏。

网络连接测试

 temi 将自动检测网络状态、包含网络连接、服务器、文件下载、语音服务等功能

恢复 temi 出厂设置

 为了恢复出厂设置，选择“设置” -- > “恢复出厂设置” 来恢复 temi 出厂设置。

 可重新激活绑定新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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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功能

在机器人上操作指南

temi 可以保存家、办公室或其他使用场所中的位置，必须先完成地图绘制才可以进行保存或删除地点，或登录 temi

管理平台选择已经备份的地图推送给机器人。

 选择“设置” -- > “地图编辑器”进行编辑页面（图 A）

 机器人进入地图绘制模式，用户可让 temi 跟随自己，实时绘制的地图在屏幕中同步显示。绘制过程中，添加

地点、虚拟墙、导航路径功能处于禁用状态。

 当地图绘制完成，点击屏幕右上方的勾号保存地图。

 temi 自动提示是否保存当前地图，提示界面显示 60 秒。用户可点击检查当前地图或者直接选择保存地图，并

再次确认。至此地图锁定，将不再实时更新。保存地图后可选择是否备份至 temi 管理平台。

 地图保存后，如需继续绘制地图或当前地图有变化，可点击右下角的地图选项，选择继续绘制地图，并重复以

上的步骤。

添加虚拟墙（可在 temi 机器人和 temi 管理平台进行配置）：

 编辑的模式与添加导航路径的方式同样，只是点击的功能按键不同

添加导航路径（可在 temi 机器人和 temi 管理平台进行配置）：

 选择设置 > 地图编辑器 > 点击绿色的路径 > 删除/移动

 按照屏幕提示，将 temi 放置在想要创建的路径的起点，点击“开始”并让 temi 跟随自己记录移动的路线，

点击“完成导航路径”将路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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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删除、修改地点的信息：

可在 temi 机器人、temi 管理平台和通过 temi APP 进行视频通话时进行操作

保存地点（图 A）

• 如需保存地点，请对 temi 说：“叮当叮当，保存地点前台（举例）。”或

• 从顶部菜单栏选择> > 设置新地点 > 输入地点名称 或 从建议名称中选择地点名称”

 从地图编辑器选择 > 添加地图元素 > 添加新地点

• temi 将语音提示确认是否已保存该地点，成功保存后将显示在地点列表中，并在地图中新增绿点标记

移至地点（图 B）

• 如需将 temi 移至某个位地点，请对 temi 说：“叮当叮当，去前台（举例）”。或

• 从顶部菜单栏选择 > 地点名称

• temi 将自动前往，并在到达地点后，显示已经到达的地点

删除地点（图 C）

 选择设置 > 地图编辑器 > 点击地图中的地点 > 删除地点

 从顶部菜单栏选择> > 删除地点，从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位置

修改地点

 进入地图编辑器选择 > 点击地点

选择修改名称、头部仰角、朝向或编辑地点进行拖动并选择完成

图 A 图 B 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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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菜单功能

通过“地图编辑器”菜单功能，用户可以查看当前地图状态和已经保存的位置地点、虚拟墙、路径等

地图报警

当 temi 机器人完成地图绘制并成功保存后，在使用的过程中让 temi 返回充

电桩，当屏幕出现地图报警提示：“是否移动了充电桩的位置”

1. 选择“否”选项，这时 temi 将尝试恢复地图，读取上次保存的地图、地

点、虚拟墙、导航路径等

2. 选择“是”选项，将可选择是否保存新的充电桩位置。

a) 选择目前地点作为充电桩位置

b) 地图自动更新充电桩的位置不选择目前地点作为充电桩位置

i. 机器人将进行充电，对地图没有影响

导航设置（也可以通过 temi 管理平台设置）

1. 通用设定

a) 重定位

i. 打开重定位，当 temi 的实际位置与地图显示不符合，“重定位”功能将自动启动，temi 将原地旋转

以定位在地图中的位置

ii. 当屏幕中间出现“重定位中”时，可以触摸按键或点击屏幕打断重定位的操作

b) 遇到虚拟墙时停止跟随

i. 启用后，temi 在跟随过程中遇到虚拟墙将停止跟随

c) 充电桩提示

i. 但手动将 temi 推回充电桩时，是否需要检查充电桩的位置并提示

2. 传感器设置

a) 悬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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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择是否启动地面深度传感器

b) 避障灵敏度

i. 选择地面深度传感器的高/低灵敏度

ii. 选择头部深度传感器的高/低灵敏度

c) 外围避障

i. 选择是否启动前部 TOF 传感器

ii. 选择是否启动背部 TOF 传感器

3. 移动设置

a) 避障设置

i. 开启后，temi 将可能会从已规划的路径绕行，以避开障碍物

ii. 关闭后，temi 在导航路径中遇到障碍物将会等待，而非绕行

b) 导航超时

i. 在避障设置关闭的情况下，如果超过规定时间无法完成路径规划，temi 将停止当前导航，时间可以

设置范围为 5秒-3 分钟。

c) 导航速度配置

i. 设置 temi 的导航速度，高中低 3个级别

d) 精确到达

i. 启用后，temi 将尝试以最小偏差到达自动地点

4. 教学

a) 地图教学

i. 可学习 temi 的步骤进行地图设置

b) 优化导航和地图的最佳实践

i. 关于“保存位置”、“添加路径”、“设置虚拟墙”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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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地图

如果用户需要删除所有已经保存的位置地图数据，请让 temi 返回充电桩，当 temi 正确接上充电桩并处于充电状

态后，选择“设置” > “地图编辑器” > 右上角的“地图选项” > “重置地图”

在手机 APP 上操作指南

保存位置

• 在视频通话期间，点击移动设备屏幕上的 图标以查看已保存位置界面。

• 点击按键“+”（图 A）。

• 输入自定义名称（可以输入中文、小写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或从建议名称中选定一个名称，点击“保存”

以设置位置。（图 B）

• 此时，新保存的位置将显示在您的已保存位置界面中。

图 A 图 B

到某一位置

• 在视频通话中，点击

• 选择一个预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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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更新

自动软件更新

 当新版本程序出现，temi 机器人将会在通知栏提示有新版本可以进行更新，用户可自行选择是否即刻升级。

手动软件更新

 进入“设置”菜单-- >“关于”-- >“软件更新”

 系统会自动检查更新，并告知是否有最新的软件版本。

 可设置是否让开启状态中的 temi 在夜间自动下载并安装软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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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

订阅服务方案比较 基础版 专业版

价格 免费 费用详询代理商

地图管理

地点导航

temi 手机应用

语音助手

视频通话 限制时长-60 秒

软件更新

使用 temi 管理平台控制 -

多方通话 -

用户权限管理 -

地图备份 -

迎宾模式 -

人脸识别 - 仅支持 SDK 开发

讲解 -

自定义问答 -

自定义应用及应用商店 仅限于 temi 官方应用

SDK -

自定义唤醒词 -

自定义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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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i 的内置技能

移动帮手

地点

1. “叮当叮当，保存地点接待处”

2. “叮当叮当，保存地点前台”

3. “叮当叮当，新增地点会议室”

移动

1. “叮当叮当，去客厅”

2. “叮当叮当，带我去厨房”

3. “叮当叮当，跟着我”

娱乐

闲聊

1. 叮当叮当，你从哪⾥来”

2. “叮当叮当，你多大了”

3. “叮当叮当，你叫什么名字”

4. “叮当叮当，你爸妈是谁”

笑话

1. “叮当叮当，讲个笑话吧”

2. “叮当叮当，来个冷笑话”

无忧摄影和录像

拍照

1. “叮当叮当，拍照”

2. “叮当叮当，连拍”

摄影

1. “叮当叮当，拍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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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DJ

音乐

1. “叮当叮当，我想听周杰伦的歌”

2. “叮当叮当，播放郑钧的私奔”

3. “叮当叮当，来点安静的歌”

4. “叮当叮当，停止播放”

5. “叮当叮当，暂停播放”

有声节目

1. “叮当叮当，播放童话故事白雪公主”

2. “叮当叮当，我想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

新闻资讯

新闻

1. “叮当叮当，今天热门的时政要闻”

2. “叮当叮当，娱乐圈今天出了什么大事吗”

体育

1. “叮当叮当，明天NBA有什么比赛”

2. “叮当叮当，哪个台可以看曼联的比赛”

3. “叮当叮当，梅西上一场比赛进了几个球”

股票

1. “叮当叮当，腾讯现在的股价是多少”

2. “叮当叮当，大盘表现怎么样”

3. “叮当叮当，百度的成交量有多少”

4. “叮当叮当，万科今天的换手率是多少”

体育赛事

1. “叮当叮当，皇马最近有什么比赛”

2. “叮当叮当，火箭队排名多少了”

3. “叮当叮当，意甲联赛还剩几轮”

4. “叮当叮当，昨天骑士对开拓者的比分是多少”

5. “叮当叮当，欧冠决赛开始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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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助手

号码查询

1. “叮当叮当，查下成都的邮编”

2. “叮当叮当，成都的区号是多少”

3. “叮当叮当，深圳宝安区的邮编”

天气

1. “叮当叮当，上海的天气”

2. “叮当叮当，明天深圳呢”

3. “叮当叮当，今天会下雨吗”

4. “叮当叮当，今天适合洗车吗”

时间节日

1. “叮当叮当，⽗亲节还有几天”

2. “叮当叮当，今天是农历几号”

3. “叮当叮当，纽约现在是几点”

单位换算

1. “叮当叮当，一尺等于多少厘米”

2. “叮当叮当，8⽄6两等于多少千克”

3. “叮当叮当，温度的单位有哪些”

⾷物

1. “叮当叮当，苹果的蛋白质含量”

2. “叮当叮当，苹果有多少热量”

3. “叮当叮当，鸡⾁和⽜⾁哪个的蛋白质含量高”

4. “叮当叮当，吃苹果减肥么”

黄历

1. “叮当叮当，明天适合嫁娶吗”

2. “叮当叮当，本⽉哪几天适合出行”

3. “叮当叮当，明天财神在哪个方位”

星座

1. “叮当叮当，5⽉1号是什么星座”

2. “叮当叮当，⾦⽜座和什么座最搭配”

3. “叮当叮当，⾦⽜座的运势”

科学查询

1. “叮当叮当，一尺等于多少厘米”

2. “叮当叮当，一加一等于几”

3. “叮当叮当，光年是什么单位”

声音百科

1. “叮当叮当，小狗怎么叫”

2. “叮当叮当，我想听瀑布的声音”

“叮当叮当，我想听鸟叫的声音”

世界之最

1. “叮当叮当，世界最高的山峰”

2. “叮当叮当，最大的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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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

1. “叮当叮当，爱因斯坦是谁”

2. “叮当叮当，介绍一下平安树”

3. “叮当叮当，什么是能量守恒定律”

4. “叮当叮当，大象的叫声怎样的”

5. “叮当叮当，王菲的生日”

古诗

1. “叮当叮当，静夜思的全文”

2. “叮当叮当，来一⾸唐诗”

3. “叮当叮当，‘白日依山尽’这⾸诗是谁写的”

4. “叮当叮当，关于荷花的诗”

5. “叮当叮当，静夜思的鉴赏”

翻译

1. “叮当叮当，进入翻译模式”

a) “叮当叮当，翻译苹果”

2. “叮当叮当，进入翻译模式”

a) “叮当叮当，翻译我喜欢你”

3. “叮当叮当，退出翻译模式”

成语

1. “叮当叮当，乐不思蜀什么意思”

2. “叮当叮当，山盟海誓的近义词是什么”

3. “叮当叮当，乐不思蜀的反义词是什么”

4. “叮当叮当，张灯结彩是怎么造句的”

5. “叮当叮当，负荆请罪讲的什么故事”

附近的信息

1. “叮当叮当，附近的麦当劳”

2. “叮当叮当，附近的电影院”

3. “叮当叮当，附近有什么餐厅”

提醒和闹钟

1. “叮当叮当，提醒我 15 分钟后开会”

2. “叮当叮当，提醒我 1小时后出发到机场”

3. “叮当叮当，设置明早上午 9点 45 的闹钟，提醒

我开员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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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功能

控制音量

1. “叮当叮当，最大音量”

2. “叮当叮当，最小音量”

3. “叮当叮当，静音”

4. “叮当叮当，取消静音”

5. “叮当叮当，音量设置为 6”

智能家居

1. “打开前台灯”

2. “把风扇开大点”

3. “空调的温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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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和错误使用 temi 的举例

√ temi 只适用于室内环境 x不适用于室外环境

√ 可放置物品，承受重量在 3kg 以内 X 不可放置有承载液体的器皿

√ 充电桩的正确放置 X 错误的充电桩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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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使用方式 X 错误的使用方式

√ 可探测的物件 X可能无法探测的物件

感谢您对 temi 机器人的支持！

如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其他的疑问，欢迎致电我们的客服热线 400-668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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