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MBOO｜Butler 3L
�的宠物�家

�⻔�南｜�固注册
使⽤产品�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备�询





机器�装��作

�学影�

W A R R A N T Y
R E G I S T E R

��贵的客戶
�谢�选购 RAMBOO PET 的产品�我司将�⼒于⽤科技为�和�的爱宠创�更�的⽣活�
为了使�正�使⽤与维�该产品��作��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备�询� 
⼀经�装或使⽤�即表�已经仔细阅读并�受下����导� 

�由于违规�作⽽导�的�何意��损失�本�司�不负责亦不�担�何法律责�� 本声明的
�释权和�改权归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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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的⼿机扫�QR Code获�相关资讯
Please use your  Phone Camera  Scanner

 Facebook Search  Scanner  /  WhatsApp Scanner



(⽝)体重 正常

活动

加量

活动
体重

正常

活动

加量

活动
体重

正常

活动

加量

活动

2kg 39g 45g 8kg 111g 128g 14kg 178g 206-235g

4kg 66g 76g 10kg 131g 152g 16kg 197g 228-259g

6kg 89g 104g 12kg 150g 174g 18kg 215g 249-283g

每⽇喂�量建议表

(⽝)体重 正常

活动

加量

活动
体重

正常

活动

加量

活动
体重

正常

活动

加量

活动

20kg 233g 270-307g 26kg 274g 318-361g 32kg 320g 371-422g

22kg 250g 290-329g 28kg 290g 336-381g 34kg 335g 388-441g

24kg 267g 309-351g 30kg 305g 353-402g 36kg 350g 405-480g

(�)⽉龄 1-2 2-4 4-6 6-8 8-12

每⽇建议量 20-30g 30-50g 50-70g 70-80g 80-90g

(�)体重 2-3kg 3-5kg 5-7kg 怀孕期⺟� 哺乳期⺟�

每⽇建议量 25-35g 35-55g 55-85g 70-110g 120-190g

备注�

*�喂�表仅供参考�实际喂�量将�⼲�热量参数作为计�更为�准�或直��询�关兽�师�
*�发现爱宠⽆法���内���可��当�少⽤��数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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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单

Type C电源线*1

*�装使⽤��请先�认�件�

�头*1 SUS304不锈钢�*1 

盖⼦*1

主机*1

说明书*1

ABS级��斜坡�*1 �桶*1

⼲�剂*1

说明书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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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主机�座

开盖键 

�桶锁扣 

显�屏和�键

SUS304不锈钢�

ABS级���

�明视�

�桶

盖⼦

出�⼝

硅�搅�

�

扬声器

防�垫
电源�⼝

电�槽 D型号

⼲�包防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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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说明
设备�电（注��设备为双电源供电）

可使⽤电源USB�头��电源�座
3节D型号电�供电��可�两者同时使⽤

1.
2.

1.将主机放置在平⾯上�并装����
2.将不锈钢�放置于���内
3.�认�桶�装�位后�推动�桶锁扣扣住�桶�

  —⽅法1�将�桶�照正�的朝向放置在主机上�⻓�
�锁�键3秒�⻓�⼿动喂�键3秒� 屏�显�“----”�主
机将会�动“�桶�装辅助功�”�在功��⾏过�中�
⽤⼿扶正�桶����桶准�的�装�位�

  —⽅法2�⽤⼿扶正�桶��后另⼀⼿伸��桶内转
动出�转轮让�桶�装�位�

4.⼲�包放�盖⼦上的防潮格内�将�桶加满宠�后
盖上盖⼦�完成�装�

整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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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和显�屏��

��锁键

录⾳键

⼿动喂�键
设置键

数值增加键

数值�少键

⻓�3秒�进��锁状
态可�锁其��键和
屏��

⻓�3秒后�会听到“哔”
声且录⾳图标��时�
就可�开�录⾳ (��6
秒)放开�键听到 “哔哔”
声即为已�存�

(�锁状态)
⻓�3秒��动“�桶辅助�装功�”
��时屏�区会显�“----”， 并闪
烁�30秒之后会⾃动�出该�式� 

(⼿动喂�状态)
�1-5���发 1-5��物�每��
物7-10g。

(设置状态)
增加数值

(⼿动喂�状态)
增加喂��数

(设置状态)
�少数值

(⼿动喂�状态)
�少喂��数

(设置状态)
�认并进�下⼀步
⻓�3秒�出设置

(时间状态)
短��进�设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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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图标

时钟图标

时钟显�区域

故障���图标

�余�/��图标

喂��数

录⾳图标

电�电量图标

上午
下午

      本机为12⼩时制
当其��键被锁定时��

闪烁�进�实时时钟设定状态
���已�设置喂�计划

⽆电��不显� 
�电量�红� 
电量�⾜�⽩�

处于录⾳状态时��

晚上24点即为12:00AM 
午间12点即为12:00PM⽤于显�时间�喂�时间

�喂��数�设备�本

卡��红�闪烁 
堵��蓝�闪烁

�余��⽩�闪烁

���红�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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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锁状态下��设置键      进�设置状态�当字� “ｂ” 闪烁时��设置键      �认并 
进�下⼀步��过增加键     或�少键     选择ON/OFF�⻓�设置键      3秒�存设置并� 
出�

�设置键     进�设置状态�屏�初�显��下� 
(设置�序会依�跳转�请�照说明书依�进⾏设置）

设置⼀��键⾳开关（ON/OFF）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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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关闭�

设备设置

进�设置��请⻓���锁键 3秒��锁屏��键功��



1.⾸�请先�认机器的当�时间�
2.�锁��锁后的状态下��设置键     �认进�设置��过�    和    键选中时钟标识    
闪烁�再�设置键     进�设置“⼩时��钟”。
3.当时钟数字闪烁时��增加键    或�少键    调⾄想�的数字�再⻓�设置键     3秒 
�存设置并�出�

⼩时位�

�钟位�

设置⼆�实时时钟设置

本机器时间为12⼩时制

AM表�上午�PM表�下午
1.夜间24点即为12:00AM
2.中午12点即为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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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喂��数设置�
数字 “1、2、3、4、5、6” 代表每⽇��可喂�6��当数字 “ 1 ” 闪烁表�进��1
�喂�设置��果想�设置其��数�请�    键或    键调⾄想�的�数数字�再�
设置键    �认并进�“喂养时间设置”。

2.喂�时间设置：
进��1�出�时间设置环节��顺序依�设置“⼩时��钟”。
当时钟数字闪烁时��    键或    键调⾄想�的数字�设置过�中⾃动切换 AM、
PM�再�设置键     �认并进�“ 喂养�数设置 ” 。

设置三�喂�计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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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喂��数设置：
进�每�的出��数设置环节�P-01表�出�1��1�⼤约为7-10g左右�设置�数
可在00-50�之间�可�    或     键选择出��数�再�设置键     �认并进�“喂养录
⾳�放设置”

(每�出�克数仅供参考�因不同尺⼨的宠�颗�⼤⼩不⼀样�出�克数会�所��)

4.喂�录⾳�放设置：
进�每�的录⾳�放�数设置环节�A-01表�执⾏喂�时�放⼀�录⾳�设置�放
�数在0-5之间�可�     或     键选择�放�数�短�设置键     进�下⼀个喂养�数
设置；⻓�设置键     3秒�则�存设置并�出�

�意状态下�⻓�设置键 
时钟和状态标志�

3秒�将会�出设置�界⾯显�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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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设置�
同时�住     和    ��住5秒后�计划表���时间置���键提�⾳�认开��录⾳
�除�

��计划表�
同时�住    和    ��住5秒后�喂�计划表��
(计划表时间置��喂��数置��录⾳�放�数置�)

声⾳录制/�改�
在�锁状态下�⻓�录⾳键     3 秒�听到“哔”声�同时录⾳标志���开�录⾳�放开�键 
发出“哔哔”声即为已完成�存录⾳,录⾳�⼤时⻓为6秒�

�放录⾳�
短�⼀�录⾳键    ��放⼀�录⾳�

设置四�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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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锁键    进⾏屏�功�键�锁� 短�⼿动喂��键     ， 进�“⼿动喂�状态”
并增加⼀�⼿动喂���增加    或者�少     键进⾏喂��数的调整��⼤喂��数为5
���⼩为1��

设置五�⼿动喂�设置

1.      表�可⽔洗�件�     表�不可碰⽔�
2.主机�座切勿�洗�不可进⽔�可⽤纸⼱�拭� 
3.每⽇��洗不锈钢��为宠物提供洁净的�� 
4.换�时可将�桶和����出进⾏�洁�
 ①将����座向下�出�与主机脱�；
 ②将�桶锁扣�锁�向上提��桶；
 ③请将�桶和不锈钢��洗后沥⼲（�⼲）再装机使⽤�

�洗�导

�锁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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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导

•为了�少伤�的⻛险�当电器在⼉童附�使⽤时�请密切监��
•请勿将�座��⽔中��免损坏�制⾯��电⼦元件�
•请勿在戶��卫⽣间�受潮环境下使⽤�定期检�维�����机器出�正�� 
•不�使⽤湿的或受潮的�物�
•请勿在宠物喂�机内放置�何�物�
•本产品只�⽤于宠�（直径在2-15mm之间）�较⼤的宠�可�会被卡住�
•请勿将本产品放置于⾼处�预防产品跌��成产品损坏或宠物��问题�
•不�将宠物喂�机⽤于其�⽤��
•请使⽤制��推�或销售的�件�请勿擅⾃�改宠物喂�机�
•除维�⼈员��其�⼈不得对本产品进⾏维���免�成各种意�伤��
•在不使⽤时和�洁��请�除电��并�掉电源线�
•请在室内环境使⽤�请勿放置在阳光可�照�到的�⽅使⽤�会影响设备功��请远��源� 
•本设备处于�电压�式�但宠物撕咬电线仍会引发�电�请正�引导使⽤�
•��⽔平放置�请勿打翻设备�否则会导�设备⽆法正常⼯作�
•�主⼈��出�请检�电�盒内的电����电�电量�⾜（本产品仅�⽤于�性电�）�

不�守下����可�导�产品⽆法正常使⽤�或其�意�损失�

-14-



产品参数

��事项

尺⼨ 

供电⽅式

容量

• 请�免置于潮湿或�端环境下
• �免⻓时间暴�在阳光或强��线照�下
• 请勿将�产品摔��下或受强�撞击
• 请勿⾃⾏��设备�设备发⽣故障时请��相应的⼈员
• �免将设备或者部件暴�在易�液体�⽓体或者其���物下

• 每天0-6�（每�0-50�）

• 3升

• 5V直���器供电

• 备⽤电��3 节D号电�

• 337x179x290mm 

• ＜ 0.5W

�告: 在使⽤宠物喂�机之��请认真阅读�下所���注意事项�

⾃动喂养�数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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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产品�固期为5年；⾸12个⽉Full Warranty服务�12个⽉�后���提供Warranty服务�
2.购买产品后的⼀个⽉内�未完成Warranty注册者�将视为放弃5年Pro-Rata Warranty服务权
益�仅提供1年Full Warranty服务 。
3.在�固期间��照使⽤说明书进⾏正常使⽤的状况下产⽣的故障(由本�司正式⼯作⼈员判
定)�予��固服务�
4.在�固期间��发⽣�下�况之⼀�必须作为收费�理�
    •不�够提供��卡��效购物�证�
    •错误使⽤��专业的�理所�成的故障�损坏�
    •买�后的����动�跌��成的故障�损坏�
    •其它不可�免的�来因素�成故障�损坏�
    •使⽤不当导�设备进⽔或其它溶液�成的故障�损坏�
    •使⽤�设备⼯作电源所�成的故障�损坏�
5.产品�件��材类不在�固�围内�
6.免费原⼚更换申请���
    •产品⾸12⽉�固内⽆须负担�何费⽤�12个⽉�后�固服务��收来回�费�
    •提供��询到购买纪录之�固资讯�原�购买�证或收据�
    •�过线上客服�统Email、Messenger、Whatsapp、Shopee chat�提供�购买之瑕��品完 
    整��晰影��照����购买�路����电话�资��
    •专⼈将会�照收件时间依序处理�件�请�耐⼼���
7.仅作�上�证�不作其它�何明�或��性的�证(其中包括�销性�对�种�定的与应⽤的
合理性与�应�的���证)�不论在合同中�⺠事过失上�还是其它⽅⾯�本�司不对�何�
�的���的或间�的损�负责�

8.本�规只在⻢来西亚内�效�

RAMBOO PET Warranty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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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s 0-12 12-18 18-24 24-30 30-36 36-42 42-48 48-54 54-60

Trade In
Discount%

F.O.C 45% 35% 25% 20% 10% 10% 10% 10%

Claim Claim & Continue Date of Warranty Claim & Renew Warranty

Claim 
Price

Depends on the price at the time of purchase(Receipt), and the 
maximum claim of the price is RM348

5 Years Pro-Rata Warranty �规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详细�规将依照官⽅⽹站���告为主

Scan & Get More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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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 CONDITIONS APPLY



RAMBOO PET 客服��
产品�到�何问题�别担⼼�⻢上��本�客服为�处理

E m a i l  C o n t a c t
s e r v i c e @ r a m b o o p e t . c o m

请使⽤�的⼿机扫�QR Code获�相关资讯
Please use your  Phone Camera  Scanner

 Facebook Search  Scanner  /  WhatsApp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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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B  M e s s e n g e r W h a t s a p p





RAMBOORAMBOO
VIP FANS CLUBVIP FANS CLUB

加� 并 �享 你的宠物⽣活
我们将不定期提供VIP专�优惠�福利

w w w . r a m b o o p e t . c 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