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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Scooba用戶
歡迎來到iRobot的世界！
您已經成為眾多掌握智慧清潔方法人群中的一員。

iRobot Scooba是一款新穎易用的產品，將會完全改變您清洗硬地板的方
式。Scooba工作時毫無牽絆，讓您可專心其他事務。這樣，您不但可經常清
潔地板並可完成更多的家務。

感謝您加入iRobot的徹底變革。我們希望能為您提供更具開創性的產品，讓您
的世界更加精彩。

謹代表iRobot團隊，    

Colin Angle
iRobot公司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

愛護您的iRobot Scooba
為了使Scooba達到最佳效能，請經常使用！Scooba設計用於配合Scooba專用
清潔液或自來水使用。嚴禁使用漂白劑。每次使用後，應沖洗儲水箱、過濾網
和真空吸氣口。Scooba的刷子因經常使用，最好將其取出及清除其夾雜的毛
髮和絨毛。

您的Scooba在繞過障礙物的表現相當聰明，但仍需少許幫助。使用Scooba之
前，應清掃大型垃圾、清理雜物、傢俱和小地氈。 Scooba 能處理普通灰塵、
碎屑和污垢，但應避免讓其清潔大量溢出的液體。

每次使用後應儘快充電，在非工作狀態下，也請保持Scooba在充電狀態，這
樣有助延長電池壽命。若長期閑置不用，請將電池取出並置於陰涼乾燥的地
方。

 *安全第一*由於Scooba內含有電子零件，請勿將其置於水中，或在上面噴
水，如需清潔，請僅以濕布擦拭。

  小心： 請勿在以下表面使用Scooba： 
     地毯或小地毯，未密封的硬木地板，打蠟地板，或復合材料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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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使用
Scooba電池充電
握住把手提起Scooba，將其放在平穩的地方。
1. 向下按一下把手，然後向上提起儲水箱。
2. 插入電池，注意對準導向糟，聽到 “哢嗒”聲後，表示安裝正確。
3. 連接充電器，徹夜充電至少16小時（僅首次）。

 

設置Scooba
1. Scooba完成充電後，拔除充電插頭並拆下儲水箱。
2. 將清水和 7ml 的Scooba專用清潔液 (可選配) 注入清水箱。 

對於時間較短的清洗週期，注入較少的水量。緊閉水箱蓋。
3. 將儲水箱重新安裝到Scooba，壓下儲水箱，直至聽見“哢嗒”聲後，表示

安裝正確。

開啟/關閉Scooba
首先，清掃大型垃圾， 然後將Scooba放在房間的中央。
• 按下“電源”按鈕啟動Scooba。
• 按下“清洗”按鈕開始清洗週期。
您可以輕鬆地離開，讓您的Scooba自行工作（加滿清水箱後可持續工作約45
分鐘）。
提示：如果您希望在Scooba清洗期間提前結束，請在Scooba工作時，先
按下“清洗”按鈕，啟動內部乾燥模式。如果Scooba已停下來，先按下“電
源”按鈕，然後按兩次”清洗”按鈕。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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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oba部件介紹

Scooba包括兩個主要部分：機器(械)人底座和儲水箱 

機器(械)人底座	 Scooba儲水箱

把手和儲
水箱開
啟鍵

虛擬牆感
應器

梯級邊緣感應器

前清掃膠條

主刷

吸水橡膠刮片

過濾網

電池槽

數據接口 
(序列埠)

清水感
應閥

刷子釋
出鍵

真空吸
氣口

把手和儲水箱開
啟鍵

污水箱蓋 清水箱蓋

充電口

儲水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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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oba指示燈

故障指
示燈    

電源指示燈     
清洗指示燈   

“檢查儲水箱” 
指示燈    

“檢查刷子”指示燈

“我被卡住了” 
指示燈

指示燈狀態 含義

電源  紅色 電池電量耗盡

綠色閃爍 充電中

綠色 充電完成

紅色閃爍 未安裝電池

清洗  綠色 清洗進行中

綠色閃爍 內部乾燥模式

檢查水箱  綠色 完成清洗週期，水箱無水。

檢查刷子  黃色 取下刷子，然後清潔刷子和
過濾網（見第5-6頁）

我被卡住了  黃色 把Scooba移動並重新啟
動。

故障  紅色閃爍 Scooba需要幫助。參考故
障提示一節（見第1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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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oba基本維護
為了保持Scooba最佳工作效能，每個清洗週期結束後，應進行下列維護工
作。

沖洗並清空Scooba儲水箱 

在Scooba清洗過程中，Scooba會放出清水箱中的液體清洗地板，並將從地板上
收集的污水放入污水箱內。每個清洗週期結束後，應排空並沖洗兩個水箱。 

沖洗 Scooba過濾網和真空吸氣口
（灰色和橙色零件需要清潔和維護）

1 2 3將水從後側孔內注入。 排空儲水箱並再注入部分溫
水。

用力搖動儲水箱，並通過所有
開孔排空水箱。

1 2 3拆下過濾網。 用水沖洗。 重新安裝。應避免強行壓入。

1 2 3拆下真空吸氣口。  用水沖洗。 重新安裝。應避免強行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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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Scooba清潔頭和刷子
（灰色和橙色零件需要清潔和維護）

Scooba的刷子內置在清潔頭裡面。由於清潔頭在Scooba內部，因此拆卸或安
裝清潔頭時需要先拆下儲水箱。

1  拆下儲水箱後，按下刷子釋出鍵，拆下清
潔頭。

2  

3  用水沖洗清潔頭和刷子。 4   重新安裝清潔頭之前，確保已拆下儲水
箱。聽到“哢嗒”聲後，表示清潔頭安裝
正確。

反向推開黃色箭咀的按鈕，打開清潔
頭，拆下刷子。

X    錯誤a 正確

		小心：	Scooba含有電子零件，過多的水份或其他液體可能對其造成損壞。
僅可採用濕抹布擦拭Scooba的頂部和底部。除了將水注入清水箱和污水箱之
外，嚴禁將水傾倒或噴灑在Scooba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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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Scooba專用清潔液
(可自行選購)

使用Scooba 時，iRobot允許採用自來水或 
專門配製的Scooba專用清潔液。此清潔液清潔能力強， 
而且對孩子和寵物非常安全。

Scooba清洗系統
每次清洗時，Scooba採用四段式清洗系統。Scooba包含兩個獨立水箱，可確
保清水不會在清洗過程中與收集的污水混合。

1   準備階段 – Scooba從地板上吸起微細灰塵和細小碎屑*

2   清洗階段– Scooba持續將清水箱的液體續少地噴灑在地板上。

3   擦洗階段 – Scooba輕輕擦洗，清除液體和污垢。

4   吸水階段– Scooba的吸水橡膠刮片吸起污水和碎屑，還您乾淨明亮的地
板。

當清水箱中的液體全部被使用完畢後，Scooba才會停止工作，一個清洗過程
大概持續45分鐘。清洗週期結束時，Scooba將進入短暫的內部乾燥模式，把
Scooba機內的多餘水份吹乾。在此期間，Scooba的清洗指示燈會閃爍。

*在使用Scooba 清洗地板前，應先清掃大型垃圾，清理地面上的雜物、傢俱和小地氈。

		小心：使用其他清潔液可能損壞	Scooba，並導致產品保養無效。嚴禁使用漂
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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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oba清洗模式
Scooba洗地機器(械)人清洗地板的方式與一般人不同。Scooba採用專利獨有
的iAdaptTM 人工智能系統，結合多種先進和獨有的軟件和感應器，使Scooba
可自由鑽入或繞過房間內的障礙物。

注意：Scooba的清洗週期約為45分鐘，並會多次重複清洗地面，確保覆蓋全部面
積。	

當Scooba清洗時，它會對整個清洗區域規劃出一個最好的清洗路徑，並計算

出在何時採取何種清洗模式，以保証地板得到最佳清洗效果。

1   螺旋模式：可讓Scooba高效清洗較大面積。

2   沿邊模式：可讓Scooba清洗牆邊、牆角、障礙物及家具的邊緣。

3   交叉來回模式：可讓Scooba交叉穿越整個清洗區域，使Scooba清洗到
新的區域。

提示：為了快捷有效地清洗所有範圍，應先清理地板上的椅子、雜物和小地毯，
並利用虛擬牆將Scooba限定在某個空間內。對於較小的房間，只注入少量
的清水可縮短Scooba的清洗時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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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和充電
Scooba採用可充電式電池，每個清洗週期開始之前，電池應完全充
電。Scooba電池完全充電後（需要約3小時）可至少工作一個清洗週期。

安裝電池
安裝電池時，首先將兩個電池連接端與
Scooba導向糟對齊。 當把連接端插入後，壓
下電池，當聽到“哢嗒”聲後，表示電池安裝
正確。

電池充電
將充電器插在電源插座上，打開Scooba充電口蓋， 
將充電器接口插入Scooba充電口，即可為電池充
電。當充電器插入牆上插座後，請確保綠色電源指
示燈保持長亮。

電池裝卸
要取下電池，首先應握緊電池，把電池沿
著釋放按鍵向前推出，讓電池鬆脫下來。
然後將電池從Scooba取出。

		如果電池連接端不能處於電池槽的導向糟內，則不能正確連接儲水箱和機器	
(械)人底座。

提示：每次使用後應儘快充電，這樣有助延長電池壽命。在非工作狀態下，也請
保持Scooba在充電狀態。若長期閑置不用，請將電池取出並置於陰涼乾燥的地
方。

釋放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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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oba虛擬牆
Scooba虛擬牆可發出一道讓 Scooba無法跨越的無形屏
障。可把虛擬牆無形屏障設定在1至2.5公尺/米長（1至8英
尺）之間。 

虛擬牆可發出兩種不同形狀的光束。一種呈環形，用來防止Scooba撞擊虛擬
牆；一種成錐形，用來阻擋Scooba進入您不希望其進入的區域。

虛擬牆需用2枚1號 (D號)電池。清洗週期結束時，虛擬牆會自動關閉，亦可通
過按下其電源按鈕手動關閉。

提示：若想將Scooba限定在某房間工作，請將虛擬牆擺放在房間門口或使用虛擬牆
防止Scooba接近地毯或電線等物品。

提示：為確保最好的效果，請將虛擬牆放置在您需要阻隔的房間門口，並將虛擬牆
的屏障範圍設定在最短的範圍內，以獲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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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提示
故障指示燈
Scooba的多個故障指示燈可告訴您機器(械)人是否需要幫助。

故障指示燈 可能原因 需採取的措施

電源指示燈  
（紅色）

電池未充電 為Scooba電池充電 （見第9頁）。

“檢查儲水箱”
指示燈

清水箱已空（一般為清
洗週期結束時）

排空水箱並注入一半溫水。用力搖動水箱並倒空。

未正確安裝儲水箱 確認是否正確安裝電池、過濾網和真空吸氣口。確
保完全關閉儲水箱。

水泵需要疏通 請用配置的吹氣橡膠球對準清水感應閥，進行抽
氣疏通。

“檢查刷子” 
指示燈

刷子被卡住 取下並清潔Scooba刷子和清潔頭。取下清潔頭和
儲水箱後，倒置Scooba，檢查並清潔清潔頭的安
裝區域。 

未正確安裝清潔頭 取下並重新安裝Scooba清潔頭（見第6頁）。

無過濾網 取下、清洗並重新安裝Scooba過濾網 ，確保正確
安裝過濾網（見第5頁）。 

“我被卡住了”
指示燈（緊接 
“喔-哦”聲
和“嘟嘟”叫
聲）

（“嘟”聲1響） 
Scooba的其中一隻輪子
脫離地板

檢查Scooba的輪子。上下推動輪子，將機器(械)人
放在地板上，按下“清洗”按鈕。

（“嘟”聲2響）
前輪被卡住

確認前輪可以自由轉動。輕輕上下推動前輪。可取
下、清潔和重新安裝前輪。

（“嘟”聲3響）
緩衝器有問題

輕拍緩衝器，確認其可以內外移動。檢查緩衝器邊
緣外觀是否有被碎屑卡住。

（“嘟”聲4響）
Scooba梯級邊緣感應器
有污垢或出現故障

用棉棒清潔梯級邊緣感應器（感應器的位置參考第
3頁）。梯級邊緣感應器位於緩衝器內，清潔時需
要把Scooba倒置。

（“嘟”聲5響）
左輪或右輪出現故障

檢查Scooba驅動輪。用手轉動輪子，確認具有一
定旋轉阻力。如果輪胎受損，應予以更換。

故障指示燈

（緊接4聲警報
音和“嘟嘟”叫
聲）

（“嘟”聲1響）水泵
故障

聯繫當地代理商。

（“嘟”聲2響）吸塵馬
達故障

聯繫當地代理商。

（“嘟”聲3響）電池
故障

聯繫當地代理商。

（“嘟”聲4響）充電
器故障

聯繫當地代理商。

（“嘟”聲5響） 電池
溫度過高

確保Scooba最近沒有在高溫環境下注水或充電。
待Scooba和電池冷卻後，再次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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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故障提示
解決 Scooba問題時，可參考下表。

問題 可能原因 需採取的措施

Scooba無法啟動。 電源關閉 按下“電源”按鈕，然後按下“清洗”按鈕
開始運行。

未充電 為Scooba電池充電（見第9頁）。

未正確安裝電池 取下電池，並重新安裝，當關閉Scooba儲
水箱時，碓保把電池連接端放入Scooba導
向糟內。

故障指示燈亮 參考故障提示（見第11頁）。

Scooba冒出過多泡
沫。

清水箱中清潔液的濃度
過高

徹底排空並清潔清水箱。重新注入時，確
保只加入 7 ml Scooba專用清潔液，並將水
注滿清水箱的頂部。

清潔頭伸出Scooba之
外，無法正確閉合。

清潔頭未靠緊其下的刷
子。

打開儲水箱後，將清潔頭滑出 Scooba。緊
壓清潔頭使其緊靠其下的刷子，並重新安裝
回位（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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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引

 

基本安全說明
•   使用Scooba之前應仔細閱讀所有安全和操作說明書。
•   妥善保存安全和操作說明書，以便隨時可以參考。
•   嚴格遵守關於Scooba、電池、充電器和使用說明書中的所有警告提示。 
•   遵守所有操作和使用說明。
•   遇到非常見的問題時，請向當地代理商求助。
•   此產品不適合下列人士使用（包括小童）：身體、知覺、或心理功能有障礙、缺乏經驗或相應

知識的人士。基於對他們的安全考慮，除非他們在有專人負責其安全，並能給予監督，或指導
的情況下才可使用。

•   應監管小孩，確保其不會把本產品當成玩具。

安全使用SCOOBA
•   Scooba僅適用於室內。
•   Scooba並非玩具。不得坐在或站在其上。使用Scooba清潔時，應監管幼童和寵物。
•   可以使用濕抹布清潔 Scooba。嚴禁將Scooba浸入水中。
•   嚴禁使用Scooba處理燃燒或冒煙的任何東西。
•   嚴禁使用Scooba處理漂白劑、塗料或其他化學品的液體。
•   使用Scooba之前，先收拾好衣物、散落的紙張、百葉窗或窗簾的拉繩、電線和任何易碎物品。

如果Scooba越過並拉動電線，則可能絆倒桌子或書架。
•  如果Scooba正在清潔的房間是連接著露台，請使用屏障隔開房間和露台以阻止Scooba進入露

台，確保安全操作。
•  如需長時間儲存Scooba或將其運送至其他地方，請先移除電池。

SCOOBA的電池和充電安全
•  只能採用符合產品標簽上的電源類型來操作Scooba。如果您對房間內的電源存有疑問，請諮詢

當地電力公司。
•   請使用標準原裝電源插座充電。此產品不可以使用其他電源變壓器來充電。如果您使用任何其

他電源變壓器，本產品的保養將會立即失效。
•  請只使用由製造商提供的充電器充電。
•   如充電器上的電線或插頭有損壞，切勿使用該充電器充電。
•  只能在室內充電。
•  嚴禁用濕手操作充電器。
•  在清潔Scooba 前﹐請務必拔出Scooba 的充電器。

使用SCOOBA的限制
•  嚴禁在地毯、小地毯、未密封的硬木地板、石頭或復合材料地板上使用Scooba。
•  嚴禁使用漂白劑、氨水或熱水，因為這會損害Scooba並造成本產品的保養無效。
•	 只能在室溫環境下保存和操作Scooba。 
•  嚴禁使用Scooba 來清潔大量的液體（比如溢出的一加侖牛奶）。  

小心：嚴禁拆開SCOOBA	的電子零件、電池或充電器。其內部並無用戶可以自行維修的零
件。	
	
可請合資格維修人員進行維修。請確保隨機附送的充電器與電源插座的電壓是一致的。使
用Scooba進行清洗時，請注意安全。為了降低受傷或受損的風險，在準備、使用和維護
Scooba時，請牢記以下安全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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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聲明
iRobot Scooba®  洗地機器(械)人和配件

製造商：iRobot Corporation﹐ 8 Crosby Drive﹐ Bedford﹐ MA 01730﹐ USA

本公司謹此聲明：Scooba和L13143及5961型充電器符合低壓指令2006/95/EC（修訂版93/68/EC）和EMC指令

2004/108/EC（修訂版93/68/EC和2004/108/EC.）的要求。

其施行的標準如下：

EN 60335-2-2：2003 + A1：2004 + A2：2006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第2-2部分：有關真空吸塵器和吸水清潔器的特殊要求。

EN 60335-1：2002 + A1:2004 + A11:2004 + A12:2006 + A2:2006 + A13:2008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通用要求EN 60335-2-29:2004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第2-29部分：有關電池充電器的特殊要求

EN 55014-1:2000 + A1:2001 + A2:2002

電磁兼容性——家用電器、電動工具和類似器具要求——第1部分：發射

EN 55014-1:1997 + A2:2002

電磁兼容性——家用電器、電動工具和類似器具要求——第2部分：抗干擾性——產品系列標準

客戶服務 
如果您對 Scooba 有任何疑問，尋求銷售和技術幫助，請聯繫當地代理商。

© 2007 – 2011 iRobot Corporation﹐ 8 Crosby Drive﹐ Bedford﹐ MA 01730.

iRobot Corporation | 保留所有權利。 iRobot﹐ Scooba和 Virtual Wall是iRobot公司的注冊商標。 [00013.1011.v1]

美國專利號：6﹐690﹐134 | 6﹐809﹐490 |  6﹐594﹐844.其他待授予專利。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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