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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設計的地板清潔機械人助您保持家居清潔，
令您生活輕鬆無憂。

最佳清潔方式
機械人能以有效而系統化的方式，為您全面打掃家居地板。

簡單易用

強化清潔效能
我們的機械人以尖端科技研製，可吸塵或拖地。

只需按下「CLEAN」按鈕，即可啟動清潔程序。

只需一按「CLEAN」按鈕，全屋光潔如新
我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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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生活忙碌，家居地板可能 
滿佈塵埃。一系列 iRobot 地板清潔
機械人有助您輕鬆去除日常塵垢，
保持家居光潔如新。

我們生產的每一部機械人均以人為
本，而且效能強大。無論是吸塵還
是拖地，iRobot 清潔機械人都是您
的好幫手。

隆重介紹：
地板清潔機械人

家居清潔好幫手

iRobot® Braava®  
拖地機械人

設乾拖及濕拖模式，

助您保持地板天天無塵無垢

專為清潔硬地板而設

iRobot® Roomba®  
吸塵機械人

有效清除塵垢碎屑，

保持地毯和地板天天光潔如新

專為地毯和硬地板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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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能於傢俬底下和雜物周圍進行打掃

•  iAdapt® 反應式導航：感應器可因應您家居的獨特環境，
 確保塵垢污漬一網打盡

•  超薄設計：可在梳化和椅子下自如遊走

簡單: 只需按下「CLEAN」按鈕，方便易用

乾淨:  配備帶有旋轉邊刷的三重清掃系統，可輕鬆去除塵垢、

         寵物毛 、頭髮和大塊碎屑（如麥皮、粟米片等）

•  三段式清掃系統：結合滾動、掃擦和吸塵三個元素

•  旋轉邊刷：有效清掃牆壁棱角

600 系列 900 系列800 系列哪一款 Roomba®最適合您？

智
能

 
簡

單
 

乾
淨

 *經iRobot家居測試實驗室的硬地板測試。操作時間可能有異。
  †與 Roomba® 600 及 700 系列的 AeroVac™ 系統相比。

用後自動充電 - 可自動返回充電座充電備用

集中清潔 - 檢測細微污垢

多房間導航 - 清掃多達三個房間

全面清潔 - 全面清掃家居地板，連續操作長達2小時*

中途自動充電 - 清掃過程中如遇電力不足，可自動返回充電座充電，然後繼續清掃，直到任務完成為止

預設清掃時間 - 能按所訂時間進行清掃

集屑器 - 可輕鬆處理毛髮

iRobot HOME App - 隨時隨地透過 iRobot® HOME App 啟動清潔程序

自設偏好的清潔模式 - 讓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清潔模式

三段式清掃系統 - 結合滾動、掃擦和吸塵

AeroForce™ 三段式清掃系統 - 五倍吸力（980型號的吸力更高達十倍）†

AeroForce™ 高效過濾網 - 能阻隔 99% 直徑小至 10 微米的致敏源，花粉及微粒

Carpet Boost - 在容易藏污納垢的地毯上自動增強吸力

僅
限

於
某

些
型

號

所有 Roomba® 吸塵機械人均可助您每天
保持家居清潔。

吸塵機械人

只需一按
全屋天天光潔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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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每天
保持家居清潔

iRobot® Roomba® 600 系列

Roomba® 600 系列吸塵機械人為您提供
全方位的無憂清掃體驗。
三段式清掃系統結合滾動、掃擦和吸塵
三個元素，令地板光潔如新。

智能
Roomba® 配備全方位感應器，

能於傢俬底下和雜物周圍進行打掃

乾淨
三段式清掃系統能徹底潔淨地板。

簡單
只需一按「CLEAN」按鈕，

即可啟動 Roomba® 的清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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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清潔， 
可清掃多個 
房間易於保養

iRobot® Roomba® 800 系列

尋找更佳清掃效能？Roomba 800® 系列較過
往 Roomba®型號的吸力高五倍*。

其防纏繞集屑器可省去毛髮的纏結。

智能
可於多個房間自動導航。

乾淨
AeroForce™ 三段式清掃技術較以往型號的

清潔效能高出50%。*

簡單
防纏結設計可防止機械人被毛髮碎屑纏

結或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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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傳統 
清潔方式

iRobot® Roomba® 900 系列

此乃目前最強 Roomba 型號。Roomba® 900 
系列可在容易藏污納垢的地毯上自動增強 
第三代馬達的性能，產生高達10倍的吸力*。

智能
能全面打掃家居的地板表面。

乾淨
自動在容易藏污納垢的地毯上增強 

吸力。 

簡單
只要透過 iRobot HOME App，即可隨

時隨地自設偏好的清潔模式或啟動清潔

程序。

*與 Roomba® 600 及 700 系列的 AeroVac™ 系統相比。*與 Roomba® 600 及 700 系列的 AeroVac™ 系統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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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拖地 
新方式

iRobot® 拖地機械人

我們的拖地機械人能輕鬆清潔硬質地板。

無論是頑固污垢，還是咖啡或沙律醬等污漬，只要有拖
地機械人，即可保持家居地板光潔如新。

Braava® 300 系列拖地機械人能於多個房間和較大面積
的空間拖地。

iRobot®  |  13 

Braava® 使用乾或濕的清潔布，確保塵垢污漬一網

打盡。

專為清潔硬地板而設 | 去除塵垢

iRobot® Bra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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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地機械人助您 
輕鬆保持家居 
天天清潔

iRobot® Braava® 300 系列

Braava® 300 系列使用乾或濕的清潔布， 
助您拖抹硬質地板，確保塵垢污漬 
一網打盡，適合較大面積的房間。

智能
能於多個房間和較大面積的空間自如 

遊走。*

乾淨
Braava 三重拖地功能結合濕布清潔， 

威力強勁，能清除頑固塵垢。

簡單
只需裝上清潔布，然後按拖地或掃地 

按鈕。

*或需額外配備 NorthStar Cub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