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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产品前，请阅读以下安全说明并遵循所有常规的安全预防措施。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请保留好本说明书。

    任何与本说明书不符的操作都可能导致本产品损坏。

安全说明

！

！

！

！警告：

严禁在没有专人的指导下，儿童、弱障或缺乏家电产品使用常识和经验的人使用

本产品！

严禁在高于人员身高悬空区域使用本产品，防止机器跌落造成人员伤害！

严禁在没有防护围栏的开放区域内使用本产品！

只有授权的技术人员方可拆解本产品，不建议用户自行拆解本产品；

本产品只能使用工厂配备的电源适配器，若使用其它适配器将可能导致产品受

损；

双手潮湿时请勿接触电线、插座或电源适配器；

请勿使布帘/各类缠绕物质或者接触者身体部位卷进本产品驱动轮；

请勿将本产品靠近烟头/打火机或其它明火；

如果产品需要清洁，请在充电结束后进行；

请勿过度折弯电线，或将重物及尖锐物品放在机器上；

本产品为户内家用产品，请勿在户外使用；

本产品禁止10KG以上物品（人）重压；

请勿在潮湿环境中使用本产品（如浴室）；

使用本产品前，请移除地面所有易损物品（如玻璃杯、灯具等）以及有可能缠

住边刷和吸风通道的物品（如电线、纸片、窗帘等）；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易掉落的地方（如桌椅上）；

运输过程中或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关掉机器底部的电源开关；

充电前请仔细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已和插座连接好；

为预防绊倒，本产品工作时请告知房间内的其他成员；

储尘盒已满时请先清空再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使用环境温度为0℃至40℃；

请勿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报废前请将电池从机器上拆下；

用户需根据遥控器使用情况及时更换电池,并将废旧电池安全回收。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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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清扫

探测到“大量灰尘”时，本产品会

进入重点清扫模式。

产品特征

多重清扫模式

本产品共有六种清扫模式，满足你的不同需求。

1.自动清扫

本产品可自动清扫房间，并根据不同环境自动

采用不同的清扫模式。

储尘盒可用水冲洗

储尘盒及初级滤网均可直接用水冲洗，

可避免灰尘飞扬造成二次污染。

智能化吸力调节

当探测到不同的地面环境时，本产品会依据不同的地面状况，自行调节吸力功率

大小，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清扫效率，而且能节省多达30%的电量。

本产品是一款与众不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自动清扫机器人，本机器人除了具有

普通的扫地功能,双边刷及强力吸尘外，还具有滚刷组件与吸入口组件切换功能。

机器能智能识别自身安装的是滚刷组件还是吸入口组件，并自行决定机器的工作

方式，让机器更加有效的清洁地板。

4.预约清扫

您可以根据需求，预约机器的清扫

时间，机器会在设定的时间自动开

始清扫工作。

3.沿边清扫

沿边模式下，探测到墙边时，机器

会沿墙走，开始沿边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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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设计

操作简单，易上手，只需轻轻一按 

           便可操控机器。



主机及附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描述 数量

主机

充电基座

电源适配器

遥控器(不含电池)

抹布及水箱

高效滤网

1号电池

边刷

1

1

1

1

2

1

1对

2对

主机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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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成

9

10

说明书

7号电池

1

1对

11 虚拟墙(不含电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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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挡透镜

底部防跌落透镜

底部防跌落透镜

底部防跌落透镜



1. 显示屏

2.预 约设置

3.自 动回充

4.方 向键

5.开 /关机

6.模 式选择

7.时 钟设置

8.重 点清扫

产品组成

储尘盒 充电基座

滚刷组件 遥控器

76

！注意：

使用前请安装电池,若长时间不使用遥控器请将电池取出。



产品组成

显示屏 按键部分

1.   “           ”清扫按键/确定按键

     A.在 待机模式下，长按此键3秒使机器切换到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下，短按此键切换到待机模式；

     B.在待机模式/工作模式选择状态下，短按此键开始清扫；

     C.在查看预约时间/模式下，短按此键进入修改预约/时间模式；

     D.在修改预约/时间模式下，短按此键确定预约/时间修改。

2.  “           ”自动回充/数字 - 键

     A.在 待机/工作模式下，短按此键使机器自动寻找充电基座；

     B.在 查看预约模式下，短按此键查看不同星期的预约信息；

     C.在 修改预约/时间模式下，按此键增加小时数/分钟数/星期数。

3.  “           ”模式选择/数字 + 键

     A.在 预约模式下，短按此键切换指定工作模式，按“           ”键确认工作；

     B.在 查看预约模式下，短按此键查看不同星期的预约信息；

     C.在修改预约/时间模式下，按此键减少小时数/分钟数/星期数。

4.  “           ”预约按键/一键设置和清除预约按键

     A.在待机模式下，短按此键进入查看预约模式；

     B.在查看/修改预约模式下，短按此键返回待机模式；

     C.在待机模式下，长按此键3秒设置当前机器时间为每天预约时间；

     D.在查看预约模式下，长按此键2秒清除所有预约设置。

5.  “           ”时间按键

     A.在 待机模式下，短按此键进入查看时间模式；

     B.在 查看/修改预约模式下，短按此键返回待机模式。

6.  “           ”取出储尘盒按键

      在此位置按压打开和关闭中间盖，可取出储尘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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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部分

SUN MON TUES WED THUR FRI SAT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8.



1.  放置好充电基座

    把充电基座置于靠墙边位置，并移除充电基座左右各

    1米前方2米的所有障碍物，如右图所示。

2.  若机器处于关机状态请打开电源开关；

3.  用户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对机器进行充电

    a．直接将电源适配器插孔插到机器上，另一头接通

          电源,如图a所示

    b．按主机或者遥控器上”        ”按键，使机器自动

          寻找充电基座，如图b所示

1.工作

a．确保电源开关处于“开”位置；

b．在待机模式下，按主机“           ”键或遥控器“开/关”键使机器开始工作。

！注意：

若机器处于睡眠模式，按主机“           ”键使机器从睡眠模式切换到待机模式，

再按一次开始工作。

2. 待机

  待机是指机器电源导通，等待用户操作，可由以下方式进入：

  a．工作状态下，按主机“         ”键进入待机模式；

  b．按遥控器上的“开／关”键使机器停止。

3. 睡眠

  睡眠模式下，按主机“         ”键或遥控器开关键可唤醒机器。通过以下方式进入睡眠模

  式，可最大限度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a．待机模式下，长按主机“         ”键3秒以上进入睡眠模式；

  b．待机模式下，若连续60秒以上无操作，则机器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4．关机

  关机是指机器断开电源，直接关闭电源开关。

产品操作

！注意：

a．机器充电时，显示屏会从左到右显示”II:II”字样：

b．充电完成时，显示屏会显示”FULL”：

c．待机模式下电量不足时，机器会播报语音”请充电”，”          ”

d．工作模式下电量不足时，机器会自动寻找充电座充电，”          ”

有效延长电池寿命方法：
a．首次使用请充电12小时；

b．电量不足时，请尽快进行充电；

c．清扫完成或者电量过低时，机器会自动开始寻找充电基座充电；

d．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机器，请将电池充满电，然后取出置于通风干燥处。

e．如果机器超过3个月不使用，请用充电器对机器进行一次12小时充电。

电池充电

工作/待机/睡眠

预约清扫

您可以通过预约使机器在某个特定“预约”时间自动开始清扫。

怎么对机器进行预约设置
      注意：机器只能在待机或充电模式下进行设置，若机器处于睡眠状态请按主机“         ”

      键或遥控器 “开／关” 键将其唤醒，若处于工作状态请先将其停止。

     1．在机器操作面板上设置

A．机器时间设置（确保机器处于待机或开机状态）

      按“         ”键进入查看时间模式，数码管显示当前机器时间；此时“         ”灯亮，按

    “         ”键进入小时设置，此时数码管左侧两位闪烁，按“         ”键小时数减小，按

    “         ”小时数增加，按“         ”键进入分钟设置，数码管右侧两位闪烁，按“         ”

      键分钟数减小，按“         ”分钟数增加，按“         ”键进入星期设置，此时星期指示灯

      闪烁，按“         ”星期数减小，按“         ”键星期数增加，按“         ”键保存并返回查

      看时间模式（在设置过程中，按“         ”键退出返回待机模式，机器将不保存当前设置）

B．查看预约设置

      在待机模式下，短按“         ”键进入查看预约模式，“         ”指示灯亮，数码管显示星

      期天预约时间，按“         ”键显示下一天预约时间，按“         ”键显示前一天预约时间

C．预约时间设置（机器处于待机或开机状态）

      在查看预约模式下，按“         ”键修改预约模式并进入小时数设置，此时数码管左侧两位

      闪烁，按“         ”键小时数减小，按“         ”键小时数增加，按“         ”键进入分钟数

      设置，数码管右侧两位闪烁，按“         ”键分钟数减小，按“         ”键分钟数增加，按

    “         ”键星期指示灯闪烁，按“         ”键或“         ”键选择单天、周一至周五、每天

      预约设置，按“         ”键确认保存并返回查看预约模式（在设置过程中，按“         ”键

      退出返回待机模式，机器将不保存当前预约设置）

D．取消预约设置

      在修改预约模式下将预约时间设置为00：00并确认保存预约，则为取消预约设置。

E．一键预约或取消预约

      在待机模式下，长按“         ”键2秒设置当前机器时间为每天预约时间；

      在查看预约模式下，长按“         ”键2秒取消机器中所有的预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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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操作

！注意：

a．通过机器显示屏设置的预约时间是以机器自身时间为参考。比如，设定预约时间为9:00，

     则机器会在每天的9:00（机器时间）自动开始清扫。因此，设置预约时间前请先设置机

     器时间，使其与实际时间大体相符，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b．一旦设定，则机器每天都会在设定的时间自动开始清扫。

！注意：

进行预约设置时，遥控器显示屏上的数字是延时时间。

如：当前为上午8点，遥控器设置数值为01:00，设置成功后机器会在1小时后开始工

作。即9点钟时机器开始工作，而且会在每天9点钟开始工作。

B．取消预约设置

      在遥控器进入预约设置的模式下，再按一次“开／关”键。

     （机器如果显示00:00则表示预约取消了，否则请再按一次“开／关”键。）

吸扫互换

您可以互换吸入口组件和滚刷组件，安装在机器底部的对应位置（参照下图）您只需要轻

按“         ”键，在解放您双手的同时，更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清洁。

清扫模式

1．随机模式

该模式下，机器直线行走，遇到障碍转弯任意角度

以覆盖一些不规则环境、角落。

清扫模式切换方法：

按遥控器模式键( MODE)进行切换。

！注意：模式数字1111为随机模式，模式数字2222为螺旋模式，模式数字3333为沿边模

式，模式数字4444为“弓”字轨迹模式。

2．通过遥控器设置  （注意，遥控器设置预约每天有效）

A．预约时间设置

      a．确保机器处于待机或者充电状态下，然后长按遥控器上“         ”按键，遥控器进入

            预约设置模式：

      b．此时遥控器显示屏出现数字闪烁，通过上下按键改变闪烁的数字，设置完一个数字

            后通过左右按键移动到下一个要设置的数字;

      c．设置好之后将遥控器对准机器，按遥控器的“开／关”键，预约成功则机器面板会

            显示相应的预约时间;

4．“弓”字轨迹

该模式下，机器行走路线类似于“弓”字型轨迹。

可以避免重复清扫，快捷高效，适用于较宽阔的

规则环境。

3．沿边模式

该模式下，机器沿障碍或墙边行走，适用于边缘

角落的清洁。

2．螺旋模式

该模式下，机器以起点为中心，向外旋转，适用

于空旷区域的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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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操作 产品维护

1．安装拖地布

如图1所示，把拖地布装入装入水箱底板。

安装水箱

1．检查边刷是否受损或有异物；

2．用清洁工具或抹布清洁边刷；

3．若发生卷曲或变形，可将边刷取下置于温水中约5秒；

4．当边刷受损无法使用时，请及时更换。

储尘盒及滤网清洁

每次使用后请清空储尘盒，具体步骤如下图所示：

！注意：

a．当滤网使用  15-30天后，建议水洗一次，高效滤网最大使用寿命24个月

b．安装前，请确保滤网处于干燥状态；

c．高效滤网和初级滤网都是可以更换的附件;

d．请勿将滤网置于阳光下暴晒。

边刷清洁

3．安装水箱组件

如图3所示，把机器翻转过来，再把水箱

组件如图所示装入主机。

2．水箱加水

如图2所示，打开水箱胶塞，在水箱内注

入自来水，后再把胶塞装入水箱，以免

漏水。

1514

（高级滤网不可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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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维护

用清洁工具或软布轻轻擦拭传感器

及轮子，如右图标记的位置。

传感器及轮子清洁

用清洁工具或软布清洁充电基座

及主机上的充电端子 如左图标，

记的位置。

充电端子清洁

将吸风通道组件从机器上取下 然后用清洁工具或软布清洁吸风通道及重点清扫，

传感器 如下图标记的位置。，

吸风通道、重点清扫传感器清洁

！注意：

请勿将水 稀释剂等液体直接接触传感器。，

将滚刷组件从机器上取 拆出滚刷棒,然后用清洁工具或者软布清洁滚刷棒或滚下，

刷盖板 如下图所示。(滚刷棒可用水洗)，

滚刷组件清洁

！注意：

滚刷棒水洗完将水滤干后再按原拆装顺序返回安装。



产品参数 常见故障

触摸按键

功能参数 自动，重点，沿边，“弓”字轨迹，预约

分类 项目 参数

结构类

直径 350mm

高度 99mm

净重 3.7Kg

电子类
电压 14.4V

电池规格 Ni-MH 2400mAH

储尘盒容量 0.5L

充电类型 手动充电/自动充电

清洁模式

充电时间

清洁时间

4-6小时

80分钟

主机按键类型

电池拆换

电池拆换

1．用螺丝刀将电池盖上的螺丝拧松取下；

2．取下电池盖；

3．双手抓住电池上的绝缘布条，将电池拿起；

4．拔开连接电池和主机的连接头：

5．将新电池放进电池槽里，电池有字体的一面朝上：

6．将电池和主机的连接头接好；

7．将电池连接头和绝缘布条整理好；

8．将电池盖装回原位；

9．锁上电池盖。

！注意：

请勿使用非本机配置的电池，否则有可能引起机器受损。

传感器类故障

前、左、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xF

吸入口红外检测到灰尘量过多 AUBF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清洁吸风通道

没有储尘盒或安装不到位AUBN 请放置储尘盒或安装到位

左碰撞开关不灵活E1xx

检查前挡灵敏性右碰撞开关不灵活 E2xx

左右两边碰撞开关不灵活E3xx

左轮组悬空E4xx 将机器置于实地

左轮组悬空，左碰撞开关不灵活 E5xx
将机器置于实地和检查前

挡灵敏性
左轮组悬空，右碰撞开关不灵活E6xx

左轮组悬空，左右两边碰撞开关不灵活E7xx

右轮组悬空E8xx 将机器置于实地

右轮组悬空，左碰撞开关不灵活 E9xx
将机器置于实地和检查前

挡灵敏性
右轮组悬空，右碰撞开关不灵活Eaxx

右轮组悬空，左右两边碰撞开关不灵活Ebxx

左右两边轮组悬空Ecxx 将机器置于实地

左右两边轮组悬空，左碰撞开关不灵 Edxx
将机器置于实地和检查前

挡灵敏性
左右两边轮组悬空，右碰撞开关不灵活 Eexx

左右两边轮组悬空，左右两边碰撞开关不灵活Efxx

左传感器感应到跌落Exx1
清洁底部跌落透镜

前传感器感应到跌落 Exx2

左和前传感器感应到跌落Exx3 清洁前挡透镜和底部跌落透镜

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Exx4
清洁底部跌落透镜

左和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Exx5

前和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Exx6 清洁前挡透镜和底部跌落

透镜前和左、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Exx7

前挡右红外感应障碍Exx8 清洁前挡透镜

左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x9

清洁前挡透镜和底部跌落

透镜

前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xA

左、前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xB

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xC

左、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 ExxD

前、右传感器感应到跌落，前挡右边红外感应到障碍 Ex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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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挡左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1x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清洁前挡透镜

前挡中间红外感应到障碍Ex2x

前挡左边和中间红外感应到障碍 Ex3x

前挡右前红外感应到障碍Ex4x

前挡左和右前红外感应到障碍Ex5x

前挡中间和右前红外感应到障碍Ex6x

前挡左、中间、右前红外感应到障碍  Ex7x

常见故障

传感器类故障

前挡墙壁检测红外感应到障碍Ex8x

前挡墙壁检测和左边红外感应到障碍Ex9x

前挡墙壁检测和中间红外感应到障碍ExAx

前挡墙壁检测、左边、中间红外感应到障碍ExBx

前挡墙壁检测和右前红外感应到障碍ExCx

前挡墙壁检测、左边、右前红外感应到障碍ExDx

前挡墙壁检测、右前、中间红外感应到障碍ExEx

前挡墙壁检测、左边、右前、中间红外感应到障碍ExFx

驱动类故障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风扇负荷过载L01x 检查风扇是否被按压,清洁储尘盒

左边轮组过载L0x1

排除卡塞,异物缠绕

右边轮组过载L0x2

左右两边轮组过载 L0x3

左边刷过载L0x4

左边轮组和左边刷过载L0x5

右边轮组和左边刷过载L0x6

左右两边轮组以及左边刷过载L0x7

右边刷过载L0x8

左轮组、右边刷过载L0x9

右轮组、右边刷过载L0xA

左轮组、右轮组以及右边刷过载L0xB

左、右边刷过载L0xC

左轮组、左、右边刷过载L0xD

右轮组、左、右边刷过载L0xE

左、右轮组和左、右边刷过载L0xF

滚刷过载 L02X

！注意：

1．断开并重新打开主机电源开关，启动机器；

2．若重新开机也无法解决问题，请将机器送往售后服务中心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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