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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iRobot® Roomba® 使用者，

感謝您購買 iRobot Roomba 吸塵機器(械)人。全球有
數百萬人正在使用機器(械)人清掃地板，您已成為這
個社群的成員 — iRobot Roomba 以更智能的方式完
成工作。

為發揮 Roomba 的最佳性能，請花一些時間閱 
讀並熟悉本手冊。如您有任何問題，請登入  
www.irobot.com/support 瞭解詳情。

此外，我建議您現在登入 www.irobot.com/roomba800 
並註冊您的 Roomba。

透過註冊您的機器(械)人，您的產品保養將立即生
效，並且您可開始獨享這些優惠：

•  充分利用 iRobot 獲獎的客戶服務：獲得專為特定
型號機器(械)人定制的支援，包括問題答案、維護技
巧、視訊演示、即時聊天等。

•  獲得產品更新和其他寶貴資訊：率先瞭解新款機器 (
械)人、獨家折扣以及特別優惠。

您在註冊產品時亦可告訴我們您在使用 Roomba 時的 
體驗和感受；iRobot 傾聽客戶的使用感受，並基於您
的寶貴的反饋改進我們的機器(械)人。我們非常樂意
聽取您的意見！ 我謹代表所有團隊成員感謝您選用 
iRobot。我們感謝您的惠顧、反饋和忠誠。願機器(械)
人成為您生活的好幫手！ 

機器(械)人幫您分擔家務，讓您有更多時間享受生
活，

附言：請勿錯過您的獨享優惠！ 現在登入  
www.irobot.com/roomba800 註冊您的 Roomba。

Colin Angle 
主席、CEO 和共同創始人 

iRobo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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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歲及以上的兒童和身體、感官或心智功能減退的人，或沒有相
關經驗知識的人雖可使用本電器，但他們需在監督或指導下以安
全方式使用，並瞭解相關危險。兒童不應與本電器 玩耍。兒童
不應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清潔和維護本電器。

警告：請勿接觸機器 人的電子元件、電池或整合式充電座（稱作 
HOME BASE）。使用者請勿維護產品內部組件。請合格的維修
人員維修該電器。請確保封閉式充電座的電源額定電壓符合標準
插座電壓。

重要安全資訊

注意：您的機器(械)人包含軟體界面，如有任何適合使用者的更新，製造商可使用
此界面更新內部韌體。嚴禁存取、檢索、複製、修改、分發機器(械)人軟體或將其
用於其他用途。

請小心操作機器(械)人。為減少受傷或損壞的風險，設置、使用和維護機器(械)人
時，請牢記這些安全注意事項：

安全須知總則

• 操作機器(械)人之前，請閱讀安全須知和操作說明的全部內容。

• 請保存好安全須知及操作說明，以供您日後參考。

• 請注意機器(械)人、電池、充電座以及使用手冊上的所有警告。

• 請遵循所有操作和使用說明。

• 請注意讓 iRobot 負責所有非例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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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其包裝上的符號代表以下涵義： 

請不要將電器作為未分類的垃圾進行處置，而應使用獨立的回收設施。

有關可用的回收系統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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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有害物質可能會滲透到地下水中，並進入食

物鏈，進而損害人類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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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限制

• 您的機器(械)人僅限室內使用。

•  您的機器(械)人並非玩具。請勿坐在或站在此裝置上。當機器(械)人工作

時， 

請照看好您的小孩和寵物。

• 僅在室溫環境中存放和使用您的機器(械)人。

• 僅能使用沾水的布清潔機器(械)人。

• 請勿使用此裝置清理任何正在燃燒或冒煙的物體。

•  請勿將此裝置用於清理的漂白劑、油漆或其他化學品、或者任何濕的物品。

•  使用此裝置前，請先收拾好地上的衣物、紙張、百葉窗或窗簾的拉繩、

電源線和任何易碎物品。如裝置經過電源線並將其拖著走，則可能會將

桌子或架子上的物品拉下來。

•  如需要打掃配有陽台的的房間，應設好物理屏障，以避免設備進入陽台

並確保安全運行。

•  此電器不適用於由身體、感官或心智功能減退的人（包括兒童），或沒

有相關經驗知識的人使用，除非他們在負責其安全的人的監督或指導下

使用該電器。

•  請照看您的小孩不要與此機器(械)人玩耍。兒童不應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

進行清潔和維護。

• 請勿將任何物品放在機器(械)人上面。

•  請注意機器械人會自行移動。在機器(械)人正在清掃的區域請小心行走，

避免踩到機器(械)人。

• 請勿在地面有插座外露的區域運行機器(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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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和充電

•  僅使用標準插座進行充電。請勿將產品與任何類型的電源轉換器一同使

用。若您使用電源轉換器，您的產品保固/保養將立即失效。

• 僅使用製造商提供的充電座對本裝置進行充電。

•  若電源線或插頭損壞，請勿使用充電座。若電源線或插頭損壞，必須由

製造商或具維修資格的人員進行維修。

• 僅使用獲得 iRobot 批准的可充電電池組。

•  長期存放或運輸前，請始終確保機器(械)人的電池充滿電，並將其和配件 

拆除。

• 僅在室內充電。

•  您的機器(械)人的充電座配備電路保護器，防止雷暴侵襲時損壞裝置。

• 切勿用濕手操作充電座。

•  清潔或維護機電路人之前，始終斷開機電路人與充電座的連接。

•  請確保封閉式充電座的電源額定電壓符合標準插座電壓。

•  使用過的電池組應放入密封塑料袋中，並依據當地環境法規安全處置。

•  每次使用前，請檢查電池組是否有任何損壞或洩漏跡象。請勿對損壞或

洩漏的電池組充電。

•  如電池組發生洩漏，請將其送回當地獲授權的 iRobot 服務中心進行 

處理。

• 處理前，請務必從機器(械)人上拆下電池組。

•  僅使用 iRobot 提供且為規格正確的原廠電池組。

•  請勿擠壓或拆卸電池組。請勿加熱或將電池組放在任何熱源附近。

•  請勿焚燒電池組。請勿使電池組發生短路。請勿將電池組浸入任何液 

體中。

 
ROOMBA® 使用限制和安全資訊

• 僅在乾燥環境中使用 Roomba。

•  請勿讓液體噴濺或倒在 Roomba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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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重要提示

 
 

 
 

啟動和關閉 Roomba

•  要啟動 Roomba，請按一次 CLEAN 鍵。您將聽到嗶一聲，並且 CLEAN 

鍵將亮起指示燈。

•  要開始執行清掃循環，請再按一次 CLEAN 鍵。Roomba 將開始執行清

掃循環。

•  要暫停 Roomba，請在 Roomba 清掃地板時按下 CLEAN 鍵。

• 要繼續執行清掃循環，請再次按下 CLEAN 鍵。

•  要關閉 Roomba，請按住 CLEAN 鍵直至 Roomba 的指示燈熄滅。

 
為獲得最佳性能

• 每次使用後，請清空 Roomba 的垃圾盒並清潔濾網。

•  使用 Auto Virtual Wall® (虛擬牆) 或 Virtual Wall Lighthouse™ (虛擬牆燈塔) 

（可選配件）， 

讓 Roomba 在您指定的位置執行清掃。

•  每週使用乾淨、柔軟的乾布擦拭所有感應器。

• 經常使用 Roomba。

首次使用 Roomba 之前，請務必取下電池絕緣拉條以啟動裝置。首次使用前，應讓 

Roomba 徹夜充電。

Roomba 含有電子組件。請勿將 Roomba 浸入水中或讓其濺到水。僅使用乾布進行

清潔。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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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盒裝滿指示燈

CLEAN

重要提示

電池壽命

要延長 Roomba 的電池壽命並讓 Roomba 在清掃時保持最佳性能：

• 未使用時，始終讓 Roomba 保持充電狀態。

•  使用後，應盡快讓 Roomba 重新充電；幾天後再充電會損壞電池。

•  與充電座分開存放時，應取出 Roomba 上的電池並將其存放在涼爽、 

乾燥的地方。

家中寵物掉毛嚴重時的地面調節程序

如家中的寵物掉毛嚴重，Roomba 的垃圾盒可能很快裝滿毛髮。在此類環境中，
請務必讓 Roomba 執行地面調節程序。您可預設 Roomba，讓它經常清掃並在垃
圾盒裝滿指示燈亮起時清空垃圾盒 – 有時會在執行任務途中亮起。執行此調節程
序後，您的 Roomba 將保持始終如一的清掃性能。為獲得最佳性能，請確保在垃
圾盒裝滿指示燈亮起時繼續清空 Roomba 的垃圾盒並清潔濾網。



12 Roomba 800 系列使用手冊

CH

電池指示燈

 
Dirt Detect™ 
(污垢偵測） 

清掃／ 

電源鍵 

頂視圖 

iRobot® Roomba® 剖析

面板

垃圾盒 
抽出鍵

大容量 
電動垃圾盒 

RCON 
（房間限制 
感應器）

攜帶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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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及指示燈

電池指示燈

 
Dirt Detect™ 
(污垢偵測） 

清掃／ 

電源鍵 

小時 
時間設置

垃圾盒裝滿指示燈

防纏繞指示燈

故障處理指示燈

日期 
返回充電座

分鐘 
預設

確定 
定點清掃

RCON 
（房間限制 
感應器）

攜帶把手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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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視圖 

 右輪模組 AeroForce™集屑器       旋轉邊刷

 防掉落感應器     左輪模組          防掉落感應器械

Home Base™ 

(充電座) 
接點

可拆卸 

腳輪

 

 

電池蓋

Home Base™  
(充電座) 
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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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Force™集屑器

集屑器蓋

iRobot® Roomba® 剖析

清掃頭

大容量密封垃圾盒

集屑器框架

集屑器框架釋放鍵

感應器埠

Home Base™ 

(充電座) 
接點

可拆卸 

腳輪

 

 

Home Base™  
(充電座) 
接點

濾網盒蓋
濾網門

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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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ba 可提供多種語言的故障處理訊息（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 
利語、荷蘭語、丹麥語、瑞典語、挪威語、芬蘭語、波蘭語、俄語、葡萄牙語、 
日語、韓語和中文）。

Roomba 的預設語言是英語。要更改預設語言：

設置語言

1

x1

4

3 秒

x1

從 Home Base (充電座) 上取下 Roomba。 
透過按下 CLEAN 鍵啟動 Roomba， 
指示燈將亮起。

2

3 秒

按住 DOCK 鍵直至 Roomba 嗶一 
下並播報當前語言。鬆開 DOCK 鍵。 
Roomba 現在進入語言選擇模式。

3 English (x1)

Français (x2)

Deutsch (x3)

Español (x4)

Italiano (x5)

Pусский (x6) 

中文 (x7) 

…(x16)

 重複按下 CLEAN 鍵直至聽到您想要的
語言。

按住 CLEAN 鍵關閉 Roomba 並確認您
選擇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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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ba 清掃地板的方式與多數人不同，它利用機器(械)人智能以高效率清掃整個地
面，傢俱底下和周圍，並可沿牆清掃。

Roomba 可在清掃時計算最佳清掃路徑，並決定何時運用不同的清掃動作：

交叉清掃房間 
Roomba 交叉清掃房間，確保徹底清潔房間。

 
偵測污垢 
Roomba 檢測到髒物後，Dirt Detect (污垢偵測)  燈將點亮，Roomba 將使用一種前
後移動的方法加強該區域的清掃（類似於傳統吸塵器）。

清掃方式

為最有效地進行清掃，請清除地板上的雜物，並使用 Virtual Wall® (虛擬牆) 將  

Roomba 限制在一個房間。

螺旋清掃 
Roomba 使用螺旋方式清掃集中 
區域。

沿牆清掃 
Roomba 清掃房間裡的每一個牆邊和
角落，並沿傢俱和障礙物的邊緣進行
清掃。



18 Roomba 800 系列使用手冊

CH

Roomba 基於您選擇的清掃模式進行清掃。 
Roomba 有三種清掃模式：

預設清掃模式 
設定未來清掃時間後，Roomba 將進入該模式。在指定時間，Roomba 將離開 
Home Base (充電座)，進行清掃並在完成後返回充電座。

清掃模式

~3 英尺 (1 米)

清掃模式 
Roomba 自動計算房間尺寸並適當
調整清掃時間。

局部模式 
Roomba 在直徑大約三英尺（一米） 
的局部區域內進行螺旋式重點清掃， 
然後返回起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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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Force™ (高效除塵)系統 
AeroForce™ 系統使用兩項突破性技術（防纏繞AeroForce™集屑器和高功率真空通
道）以實現更高的清掃能力並更方便地進行維護。

防纏繞 AeroForce™ 集屑器

兩個對向式旋轉集屑器配備耐用的橡膠胎面，可從任何類型的地板收集灰塵和

碎屑，同時確保刷子不會被毛髮纏繞。

高功率真空通道

加速氣流通過密封通道，顯著提高地面的吸力，並將灰塵、碎屑和過敏原從集

屑器轉移到經 HEPA 過濾、大容量的垃圾盒。

 
旋轉邊刷 
沿牆邊和牆角清掃。

地板表面 
Roomba 可在木地板、地毯、瓷磚、乙烯和層壓板上工作，並可根據不同的地面類
型自動調整。Roomba 可自動感應樓梯和其他陡坡。

防纏繞系統 
Roomba 不會被電源線、地毯緣飾或流蘇卡住。當 Roomba 感應到電源線或流蘇，
它會自動停止主刷或邊刷並試著逃脫。當防纏繞系統啟動時，Roomba 會發出輕微
噪音。

當遇到彎曲的邊，Roomba 會停止，並會滑過特別滑的地面。顏色過深的地面可能

會妨礙 Roomba 的防掉落感應器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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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電池儲存和充電

 
Roomba 由可充電電池供電。如正確使用，Roomba 電池的壽命可達數百次清掃
循環。

電池壽命

為延長電池壽命，iRobot 建議長期讓 Roomba 保持充電狀態。欲瞭解如何保持 
Roomba 的電池壽命，請登入 www.irobot.com/support。

清掃時間

開始每個清掃循環之前，您應將 Roomba 的電池充滿。電池充滿後，電池指示燈
將變為綠色，並且 Roomba 的電池可持續使用至少一個完整清掃循環。

16 小時恢復式充電

如 Roomba 長時間未使用 Home Base (充電座) 充電，它將啟動特殊的 16 小時
充電循環。此長時間充電可恢復 Roomba 的電池電量並延長電池壽命。充電時， 
Roomba 的 CLEAN 鍵快速閃爍。注：為獲得最佳效果，請勿中斷恢復式充電。

為 Roomba 充電

要為 Roomba 充電，請將電源線接入 Home Base (充電座)，然後對接機器(械)人。

充電指示燈

Roomba 使用電池圖標指示燈指示充電狀態。請使用該圖表確定電池狀態。

使用後，應盡快讓 Roomba 重新充電；幾天後再充電會損壞電池。

與充電座分開儲存時，應取出 Roomba 上的電池並將其存放在涼爽、乾燥的 

地方。

 當 Roomba 進入充電座時，請始終確保充電座電源指示燈亮起。

電池圖標 電池狀態

紅色 電池電量耗盡

琥珀色（閃爍） 正在充電

綠色 充電完成

琥珀色（快速閃爍） 16 小時恢復式充電

為獲得最佳性能，首次使用 Roomba 前，請將 Roomba 的電池徹夜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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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牆（Virtual Wall）設置一道 Roomba 不會穿越的
隱形屏障。它可輕鬆將 Roomba 限定在特定房間或區
域工作，防止其靠近任何易碎品或危險品。

您可以設置虛擬牆以阻擋最長七英尺（約兩米）的通
道。它會形成錐形屏障，因此光束會逐漸變寬。虛擬
牆亦會在設備周圍形成保護光環，防止 Roomba 太
靠近。

自動虛擬牆

當虛擬牆設為自動模式時，電源 指示燈持續閃 
爍，表示虛擬牆已開啟。當電池電量不足時， 
虛擬牆將持續閃爍兩次以表示需要更換新電池。 
當進入自動模式時，電池應可持續使用約六 
個月。要節省電池電量，只需關閉虛擬牆即可。

安裝電池

Auto Virtual Wall® (虛擬牆)

為獲得最佳性能，請將虛擬牆放在您想要設置屏障的門口外。

將虛擬牆頂部的箭頭指向您想要分隔的空間。

 
（兼容所有型號的可選配件）

2 31

電池盒 兩顆鹼性2號(C)電池



22 Roomba 800 系列使用手冊

CH

虛擬牆燈塔（Virtual Wall Lighthouse）可作為燈塔和虛擬牆使用。

• 在燈塔模式中，它允許 Roomba 高效率清掃完多個房間後回到充電座。

•在虛擬牆模式中，它可以阻隔您不想清掃的區域。

 
您只需使用模式選擇器做出選擇。無論哪種模式，只要您啟動和關閉 Roomba， 
燈塔都將對應地自動打開和關閉。當打開時，頂部指示燈將亮起。

每個燈塔使用兩顆2號鹼性電池。電源指示燈閃爍，表示需要盡快更換電池。

如何使用燈塔模式

只需將燈塔放置在門口，讓標誌面朝前。當 Roomba 清掃完第一個房間，燈塔將引
導它在您的家中巡遊，並逐個清掃房間。當 Roomba 清掃完畢，燈塔將指引其返回
充電座充電。

您可以同時使用燈塔和虛擬牆。但是，請避免讓它們互相靠太近，也不要靠近充電
座或會阻隔無線電磁波的傢俱。否則，Roomba 可能無法識別燈塔或是無法返回充
電座。

如何使用虛擬牆模式

在虛擬牆模式中，虛擬牆會設置一道 Roomba 不會穿越的隱形屏障。Roomba 關閉
後，它會自動關閉。

只需將燈塔放置在門框中心。與虛擬牆不同，燈塔配備範圍選擇器，允許您調整屏
障長度 — 可達八英尺（2.4 米）。請注意：設置更大範圍會更快地耗盡電池。

Virtual Wall® Lighthouse™ (虛擬牆燈塔)
 
（某些型號的可選配件）



Roomba 800 系列使用手冊 23

CH

建議養寵物的家庭搭配虛擬牆光環（Virtual Wall Halo）使用 Roomba。透過在 
Virtual WallTM 周圍設置防護區，光環可防止 Roomba 撞到和弄亂寵物的食物和 
水碗。

請遵循以下步驟設置虛擬牆光環：

1.  將電池裝入虛擬牆後，將其一直插入光環中。在頂部應可完整看到虛擬

牆的圓形透鏡。

2.  將光環放在地上，與 Roomba 保持在同一水平上並靠近寵物碗 

（如下圖所示）。

3.  如您有一個寵物碗，請將其放在光環旁，幾乎碰到牆壁。 

如您有兩個寵物碗，請在光環的兩側各放一個碗。

Virtual Wall® Halo™ (虛擬牆光環)

x

保護區域

寵物碗寵物碗

寵物碗 寵物碗

保護區域

寵物碗
虛擬牆光環

虛擬牆光環

保護區域

寵物碗

虛擬牆光環

虛擬牆光環可用於直徑小於 10 英吋（25 厘米），高度不超過 3.5 英吋

（8.9 厘米）的非金屬寵物碗。

虛擬牆電池電量不足時，可能無法形成有效的防護空間以保護寵物碗。 

如發生這種情況，請更換電池。

 
（兼容所有型號的可選配件）

防護空間的直徑約為  
20 英吋（5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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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掃循環結束或 Roomba 的電池電量不足時，它將返回充電座（Home Base） 
充電。Roomba 需要偵測到充電座發出的紅外訊號以返回。

•  請始終將充電座插入電源插座。將充電座插入電源插座時，它的電源指

示燈會閃爍，表示充電座已連接電源。

•  如 Roomba 返回充電座但未能對接，它將再次嘗試直至對接成功。

•  當 Roomba 進行連接且對接成功後，充電座電源指示燈將停止閃爍並變

為綠色。

•  對接後不到一分鐘，Roomba 將進入睡眠模式，只有顯示充電狀態的電

池指示燈會亮起。

充電座位置

請將充電座置於硬質水平面並使其靠牆。確保距離任何樓梯至少四英尺 
（1.2 米），並且 Roomba 具有清晰的往返路線。

Home Base™ (充電座) 

請勿將充電座放在樓梯口的四英尺（1.2 米）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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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允許您方便地控制 Roomba 的功能。您可以用它開啟和關閉 Roomba， 
並且不用彎下身即可操縱 Roomba。它亦能夠讓您遠程存取這些指令：

首次使用遙控器之前，請安裝 兩顆3號(AA)鹼性電池。

 

遙控器

定點清掃 Roomba 可在直徑大約 3 英尺（1 米）的局部區域內進行
螺旋式重點清掃，然後返回起始位置。

清掃 Roomba 自動計算房間尺寸並適當調整清掃時間。

對接 如已連接，Roomba 將嘗試返回 Home Base™ (充電座)。

確保遙控器和 Roomba 之間沒有障礙物，將遙控器對準 Roomba。

遙控器、Virtual Wall®、LighthouseTM (虛擬燈塔牆) 和充電座使用不可見的紅外

線。如在相同的區域使用這些設備，Roomba 可能偵測到多個紅外線訊號，並將無

法運行。當 Roomba 靠近虛擬牆時，遙控器將無法使用。

方向鍵

定點清掃鍵 

清掃／電源鍵  

對接鍵

 
（所有型號的可選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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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遙控器可讓您從最長 25 英尺（7.6 米）的距離外控制所有 Roomba 功能。 
使用無線遙控器可開啟和關閉 Roomba，預設一個星期至多 7 次的清掃任務， 
並操縱 Roomba 清掃房間。

要讓 Roomba 在預設時間清掃房間，請使用無線遙控器上的按鍵，操作方法和機器
械人相同。請參閱第 27 頁瞭解設置 Roomba 的時間以及設置、更改和刪除預設清
掃時間的詳細資訊。

首次使用無線遙控器之前，請安裝 四顆3號(AA)鹼性電池 。

如您購買無線遙控器，請登入 www.irobot.com/support 瞭解設置無線遙控器和 
Roomba 的詳細資訊。

無線遙控器 
 
（880 型的可選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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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時間

設置 Roomba 定時清掃之前，您必須設定時間。要設定時間：

預設 Roomba®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按下 CLOCK 鍵。

按下 OK 鍵，Roomba 將嗶一聲，表示
已設定時間和日期。

分別使用 DAY、HOUR、MINUTE 鍵設定正確的時間。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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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定時清掃

您可設置 Roomba 每天清掃一次，
一個星期至多 7 次。 
 
設置定時清掃前，您必須 
設定時間。要設置定時清掃：

預設 Roomba®

按下 SCHEDULE 鍵。

1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2

 分別使用 DAY、HOUR、MINUTE  
鍵設置定時清掃。

3

 按下 OK 鍵，Roomba 將嗶一聲，

表示已設置定時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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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ba 的時鐘能夠以 12 小時（上午／下午）格式或 24 小時格式進行顯示。 

要在兩種格式之間進行切換，請按住 CLOCK 鍵 5 秒鐘。使用 CLOCK 鍵在  

12 小時和 24 小時格式之間進行切換。按下 OK 鍵保存。Roomba 將嗶一聲， 

並且時間鍵將短暫亮起，表示已切換時間格式。

當取下電池或電池電量極低時，Roomba 的時間將切換為預設的 12 小時 

（上午／下午）格式。

檢視定時清掃時間

要檢視 Roomba 的定時清掃時間：

1. 按下 SCHEDULE 鍵。

2.  按下 DAY 鍵循環顯示定時清掃時間。

3. 按下 OK 鍵。

刪除定時清掃時間

要刪除定時清掃時間：

1. 按下 SCHEDULE 鍵。

2.  按下 DAY 鍵循環顯示定時清掃時間。

3.  當 Roomba 顯示您想要刪除的定時清掃時間時，按住 DAY 鍵 5 秒鐘。 

Roomba 將嗶一聲，表示已刪除清掃時間。

4. 按下 OK 鍵。

更改定時清掃時間

要更改定時清掃時間：

1. 按下 SCHEDULE 鍵。

2.  按下 DAY 鍵循環顯示定時清掃時間。

3.  當 Roomba 顯示您想要更改的定時清掃時間時，按住 HOUR 和 MINUTE 
鍵更改時間。

4.  按下 OK 鍵，Roomba 將嗶一聲，表示已設置定時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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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 Roomba 保持最佳性能，您應執行以下維護操作：

日常維護

配件 維護 更換

垃圾盒 每次使用後 不適用

濾網 每週一次（養寵物的家庭每
週兩次）

每兩個月一次

AeroForce™ 集屑器 每四個月一次（養寵物的家庭
每三個月一次）

每十二個月一次

感應器 每週擦拭一次 不適用

前輪 每週一次 根據需要而定

旋轉邊刷 每週一次 根據需要而定

Roomba 接點 每週一次 不適用

Home Base™ (充電座) 接點 每週一次 不適用

如您注意到 Roomba 從地板清掃的碎屑量有所減少，請清空垃圾盒、清潔濾

網並清潔集屑器。

請勿在未安裝集屑器蓋的情況下運行 Roomba。如您丟失 Roomba 的集屑

器蓋，請聯絡 iRobot  客戶服務部或當地總代理商獲取替換件。

重新插入濾網前，濾網門將不會關閉。

 每次使用後拆除並清空 
Roomba 的垃圾盒。按
下按鍵並拉出以拆除垃
圾盒。

  用濾網輕拍垃圾筒來清
潔 Roomba 的濾網。
拆除濾網並抖落碎屑。 
切勿清洗濾網。

清潔 Roomba 的集屑器械。 
清除 Roomba 的黃色集屑器 
蓋上的毛髮（毛髮可輕鬆取
出）。

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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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 Roomba 的感應器。 

每週使用乾淨的乾布擦拭 

以下部件：

 1.  4 個前部防掉落感應器

 2.  2 個後部防掉落感應器 

 3.  2 個 Home Base (充電座) 接點

 4.  2 個機器(械)人接點

 5.  2 個垃圾盒感應器

 6.  2 個內部垃圾盒感應器埠

 7.  2 個外部垃圾盒感應器埠

清潔旋轉邊刷。 

使用硬幣或小螺絲刀卸下螺絲。 

然後，取下邊刷，清潔並重新安裝。

日常維護

維護 Roomba 時，請檢查黃色組件。每次清空 Roomba 的垃圾盒時， 

應拆除並清潔這些組件。

輪子

輪軸

耐磨防護件

 
外殼

SCALE  0.400

防掉落感應器

垃圾盒感應器

清潔 Roomba 的前輪。

 1.   穩穩地從機器(械)人上拔出 Roomba 的前輪。

 2.  清除前輪腔裡的碎屑。

 3.   從下方推出前輪，以便從外殼拆除前輪。 

清除纏繞在耐磨防護件上的任何毛髮。

 4.   如輪子轉動仍受限制，請將手指放在一個耐

磨防護件上，用一隻手抓住輪子。然後，用

另一隻手拉動另一個耐磨防護件，從輪子上

拆下輪軸。

 5.   清除輪軸和輪組件上的任何毛髮和碎屑。

 6.   將耐磨防護件和軸組件重新安裝在輪子上，

並將輪子裝入外殼。

前輪被毛髮和碎屑堵塞可能導致地板受損。

防掉落感應器

機器(械)人 

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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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現故障，Roomba 會發出兩種聲調的「噢喔」聲，隨後發出語音提示。故障處
理指示燈也將閃爍。請參閱下表解決 Roomba 的故障。如未能解決故障，請登入 
www.irobot.com/support。 
 
運行錯誤

Roomba 指示燈
閃爍並發出語音
提示...

可能原因 需要採取的措施

錯誤 1。 
將 Roomba 移到
新位置，然後按
下 CLEAN 鍵重新
啟動。

Roomba 被卡
住且一個輪子
垂下。

確認 Roomba 的輪子在地面上的穩定性。如 
Roomba 被卡住，請在新的位置啟動。如 Roomba 
未被卡住，請清理側輪上的毛髮和碎屑。將輪子推
進和拉出，確認其能自由轉動。

錯誤 2。 
打開 Roomba 的
集屑器框架並清潔
集屑器。

Roomba 的主
集屑器無法轉
動。

取下並清潔 Roomba 的集屑器和蓋。清理 
Roomba 側輪上的毛髮和碎屑。

錯誤 5。 
旋轉 Roomba 的
側輪進行清潔。

Roomba 的側
輪被卡住。

清理 Roomba 側輪上的毛髮和碎屑。將輪子推
進和拉出，確認其能自由轉動。在新的位置啟動 
Roomba。

錯誤 6。 
將 Roomba 移到
新位置，然後按
下 CLEAN 鍵重新
啟動。

Roomba 的
懸崖感應器變
髒，它正懸在
陡坡上，或停
在深色表面。

如 Roomba 被卡住，請在新的位置啟動。如 
Roomba 未被卡住，請用乾布清潔懸崖感應器。 
在新的位置啟動。

錯誤 7。 
旋轉 Roomba 的
側輪進行清潔。

Roomba 的側
輪被卡住。

清理 Roomba 側輪上的毛髮和碎屑。將輪子推
進和拉出，確認其能自由轉動。在新的位置啟動 
Roomba。

錯誤 8。 Roomba 的風
扇被卡住。

拆除並清空 Roomba 的垃圾盒。然後，快速輕拍垃
圾盒以清除任何殘留碎屑。

錯誤 9。 
輕拍 Roomba 的
緩衝器進行清潔。

Roomba 的緩
衝器被卡住，
或緩衝器感應

器變髒。

快速輕拍 Roomba 的緩衝器幾次，以清除任何卡在
下面的碎屑。

要重複聽一遍 Roomba 的錯誤訊息，請按 CLEAN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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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時遇到的問題

Roomba 閃
爍...

Roomba 顯
示...

Roomba 
發出語音

提示…

可能原因 需要採取的措施

1 次 Err 1 充電錯

誤 1
Roomba 的電

池未連接。

確認已從 Roomba 的電池取

下絕緣拉條。拆除 Roomba 

的電池蓋，然後取出並重新安

裝電池（參閱第 35 頁）。

2 次 Err 2 充電錯

誤 2
Roomba 遇到

充電錯誤。

讓 Roomba 冷卻至少一個小

時，並再次嘗試充電。

3 次 Err 3 充電錯
誤 3

Roomba 遇到

充電錯誤。

聯絡客戶服務部。

5 次 Err 5 充電錯
誤 5

Roomba 遇到
充電錯誤。

確認已正確安裝 Roomba  
的 Home Base (充電器)  
（參閱第 24 頁）。請將 
Roomba 和 Home Base (充電
器) 上的接點擦拭乾淨。

6 次 Err 6 充電錯

誤 6
Roomba 的電
池太熱。

讓 Roomba 冷卻至少一個小
時，並再次嘗試充電。

7 次 Err 7 充電錯

誤 7
Roomba 的電

池未冷卻。

讓 Roomba 冷卻至少一個小

時，並再次嘗試充電。

要重設 Roomba 的軟體，請按住 CLEAN 鍵 10 秒鐘。該操作將刪除所有定時清掃

時間、重新設置時鐘並解決一些軟體問題。

錯誤 10。 
旋轉 Roomba 的
側輪進行清潔。

Roomba 的側 
輪被卡住，或
其緩衝器未偵
測到障礙物。

如 Roomba 在繞圈，請清理側輪上的毛髮和碎
屑。將輪子推進和拉出，確認其能自由轉動。如 
Roomba 沒有在繞圈，那麼它可能在很大的房間
內。使用 Virtual Wall® (虛擬牆) 分隔一個較小的清
潔區域。

錯誤 11。 Roomba 出現 
內部錯誤。

聯絡 iRobot 客戶服務部或當地總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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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ba 有多個可替換模組，包括驅動輪、旋轉邊刷、主清掃頭、真空垃圾盒、腳
輪和電池。要更換 Roomba 的可替換模組，請按此順序拆除以下部件：

1. 固定邊刷的螺絲

2. 固定電池門的兩顆螺絲

3. 電池

4. 固定底蓋的兩顆螺絲

可替換模組

要訂購替換模組， 

請洽詢當地總代理商訂購替換組件

 
請洽詢當地總代理商訂購替換組件

邊刷 
和螺絲

 

腳輪外殼

 

電池

 

右側 
輪模組

邊刷 
模組

底盤

 

可替換 
面板

耐磨防護件 
前腳輪 

 
電池蓋

 
底蓋

清掃頭模組

 
 

左側輪模組

 

大容量垃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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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說明拆除並重新安裝 Roomba 的電池。

拆除電池

電池門螺絲

1.  卸下兩顆螺絲（如下所示）並拆除 Roomba 的電池門和電池。

2. 重新安裝 Roomba 的電池，確保 iRobot 標誌朝上。

3. 重新裝上 Roomba 的電池門和兩顆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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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註冊您的 Roomba 以開始產品保固/保養並享受專有服務：

•  iRobot 的獲獎客戶服務：獲得專為特定型號機器(械)人定制的支援，包括

問題答案、維護技巧、視訊演示和即時聊天。

•  產品更新和其他寶貴資訊：率先瞭解新款機器(械)人、獨家折扣以及特別 

優惠。 

您在註冊產品時亦可告訴我們您在使用 Roomba 時的體驗和感受。iRobot 傾聽客
戶的使用感受，並基於您寶貴的反饋改進我們的機器(械)人。我們非常樂意聽取您
的意見！ 

要註冊您的 Roomba，請登入 800 系列使用者中心，網址為 global.irobot.com/register。 
在那裡，您將找到快速入門指南、教學視訊、有關配件的資訊、常見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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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bot Roomba® 吸塵機器(械)人及配件

製造商：iRobot Corporation, 8 Crosby Drive, Bedford, MA 01730, USA 
在此聲明 Roomba 和 17062 及 17063 型號電池充電器以及充電座符合以下要求：

  低電壓指引 73/23/EEC（修正指令 93/68/EEC）及 EMC 指令  
89/336/EEC（修正指令 92/31/EEC）。

其進一步聲明，Roomba 和 Roomba SE 機器(械)人吸塵器(械)及配件符合以下歐洲
統一 
標準：

 獲得 CE 標誌年份：2004 年

  EN 60335-1:2002 + A11:2004 
 家用及類似用途電器 - 安全標準第 1 部分 - 一般要求

  EN 60335-2-2:2003 
 家用及類似用途電器 - 安全標準第 2 部分 - 吸塵器和吸水式清潔電器的特
殊要求 
 
EN 60335-2-29:2002 
家用及類似用途電器 - 第 2-29 部分 - 電池充電器的特殊要求

  EN 55014-1:2000 + A1:2001 + A2:2002 
電磁相容性 - 家用電器、電動工具和類似器具的要求 – 第 1 部分：發射

  EN 55014-1:1997 + A2:2002 
 電磁相容性 - 家用電器、電動工具和類似器具的要求 – 第 2 部分：抗干擾
性 - 產品系列標準

  低電壓測試和 EMC 測試由以下機構執行： 
TUV Rheinland of North America

測試表明，本設備符合 FCC 規定第 15 部分中對 B 類數位裝置的限制。這些限制旨
在針對設備在商業環境中運行時產生的有害干擾提供保護。此設備產生、使用並輻射
射頻能量，如未按使用說明安裝和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在住宅區
使用此設備可能會造成有害干擾，如發生此問題，使用者需自費進行干擾更正。

規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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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Robot® 客戶關懷 
美國和加拿大境外
請登入 global.irobot.com：

•  瞭解提示與技巧以改進您的機器(械)人性能

• 獲得問題的答案

• 下載詳細的產品說明書

• 聯絡您的或當地總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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