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 明 書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說明書，並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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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生活，享人生。

若您遇到本說明手冊中未能妥善解決的情況，請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技術人員將幫助您具體解決問題或疑難。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前往 ECOVACS ROBOTICS 官方網站: www.ecovacs.com

本公司保留對本產品進行技術和/或設計變更之權利，以便持續改進。

感謝您選擇 DEE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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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規範

1.	除非有負責其安全者監督或解說如何使用本產品，否則兒童以
及生理、感官或精神能力不足或缺乏相關經驗與知識者，不可
使用本產品。

2.	請看好兒童，確保他們不會將本產品當作玩具。
3.	清潔前請先清空需要清潔的位置。移除地板上可能會纏繞本產
品的電源線和小型物品。將地毯的流蘇邊塞到地毯下，並將窗
簾和桌布等物品提高，使其不會接觸到地板。	

4.	如有臺階或樓梯等懸空區域，請先測試產品，看其是否可以偵
測到臺階而不會從邊緣掉落。如有掉落的風險，則必須在邊緣
放置實體柵欄，以防止本產品掉落。請確保實體柵欄不會導致
絆倒。	

5.	請僅依照本手冊所述的方式使用產品。請僅使用製造商推薦或
銷售的附件。

6.	確保電源電壓符合充電站上標註的電壓。
7.	僅供居家室內使用。請勿在戶外、商業或工業環境中使用本產
品。

8.	僅使用製造商專配的原裝可充電電池及充電站。嚴禁使用非充
電式電池。如需電池資訊，請參閱＜規格＞一節。

9.	請勿在未安裝塵盒和 /或濾材的情況下使用本產品。
10.	請勿在有點燃蠟燭或易碎物品的區域內操作本產品。
11.	請勿在極熱或極冷	(低於	-5℃ /23℉或者高於	40℃ /104℉ )	

的環境中使用產品。
12.	請讓頭髮、寬鬆的衣服、手指和身體的所有部位遠離任何開口

和運作零件。
13.	請勿於嬰幼兒正在睡覺的房間內操作本產品。

安全規範�
使用電器設備時，應務必遵守基本注意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所有說明
請妥善保管說明書

14.	請勿在潮濕或積水的表面上使用本產品。
15.	請勿讓本產品吸入大型物品	( 例如石頭 )、大型紙張或任何可

能堵塞本產品的物品。
16.	請勿使用本產品吸取易燃物或可燃物	( 例如汽油、印表機或影

印機碳粉 )，或在可能有這些物品的區域內使用本產品。
17.	請勿使用本產品吸取任何正在燃燒或冒煙的物品，例如香煙、

火柴、灰燼，或任何可能引起火災的物品。
18.	請勿將物品放入吸口處。吸口處堵塞時請勿使用本產品。請清

理吸口處的灰塵、棉絮、毛髮，或任何可能會減少氣流的物品。
19.	請小心不要損壞電源線。禁止利用電源線拖曳或提拉產品及產

品充電站，禁止將電源線當作提把，禁止把電源線夾在門縫裡，
禁止在尖銳和彎角處拉動電源線。請勿讓本產品輾過電源線。
請讓電源線遠離高溫表面。

20.	如果電源線損壞，則必須由製造商或其維修代理商進行更換，
以避免危險。

21.	禁止使用損壞的充電站。電源供應器不可維修，若發生損壞或
故障，則不應再使用。

22.	電源線或插座已損壞時，請勿使用本產品。當產品或充電站因
跌落、損壞、室外使用或進水導致無法正常工作時，請勿使用。
必須由製造商或其維修代理商進行維修，以防危險。

23.	在清理或保養本產品前，請先「關閉」電源開關。
24.	在清潔和維護充電站前必須先將插頭從電源插座拔出。
25.	在丟棄產品前，請先將產品從充電站上取下，關閉產品電源開

關並取出電池。
26.	在丟棄本產品前，必須先按照當地的法律和法規取出並丟棄電池。
27.	請按照當地的法律和法規處理舊電池。
28.	即使本產品已嚴重損壞，也請勿焚燒。電池在火中可能會爆炸。
29.	若長時間不使用充電站，請將充電站斷電。
30.	請務必依照本操作手冊中的指示使用本產品。如因不當使用造

成任何損害或傷害，ECOVACS	ROBOTICS	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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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機器人包含僅可由專業人員更換的電池。若需更換電池，請
聯絡客戶服務。

32.	若長時間不使用產品，將主機關機存放，並拔除充電站電源。
33.	警告：若要為電池充電，請僅使用本產品隨附的外接式供電裝

置	CH2028。

為滿足射頻暴露需求，裝置作業期間應保持裝置與人身的距離達	
20	公分或更遠。	
為確保合規，不建議於少於此距離的狀況下作業。此發送器所使用
的天線不得與其他天線或是發送器放置於同一地點。

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非經核准，公司、商號或使用者
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頻器材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
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
述合法通信，指依電信管理	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
頻器材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
之干擾。

設備名稱：掃地機器人������型號：DVX45

單元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硬膠件 ○ ○ ○ ○ ○ ○

軟膠件 ○ ○ ○ ○ ○ ○

五金件 － ○ ○ ○ ○ ○

電子
元器件 － ○ ○ ○ ○ ○

備考1.〝○〞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 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Class	II

短路防護安全隔離變壓器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供室內使用

直流電

交流電

公司名稱：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75號 4樓

電話：02-2506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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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組成 /2.1�包裝內容物

主機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

清潔座清理工具 清水箱過濾棉（預裝）

產品使用資料

滾刷（預裝）

掃拖一體式組件（預裝） 拖布支架 可水洗拖布

科沃斯專用清潔劑（試用裝）電源線

邊刷

	*	本說明書圖示僅供參考，實際外觀請以實物為準。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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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品組成 /2.2�部件名稱
主機

紅外線緩衝防撞板

網路設定指示燈

啟動 /暫停鍵

vSLAM	視覺導航感應器

充電極片

重設鍵
(網路設定：短按	 	鍵，聽到提示音，主機即進入網路設定模式；
恢復出廠設定：長按	 	鍵約	5	秒，主機發出提示音，待開機音樂

響起，恢復出廠設定成功。請謹慎使用此鍵。)

	電源開關
（I	=開機、O	=關機）

主機底部

下視感應器

下視感應器

萬向輪

滾刷軸套

滾刷組件

光流感應器

驅動輪

邊刷

滾刷組件釋放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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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拖一體式組件（預裝）

集塵盒組件	①	 水箱組件	②	

集塵盒組件	①	

水箱組件	②	

可水洗拖布

可水洗拖布

拖布支架

拖布支架

注水口

釋放鍵

初級濾網

精細過濾棉

高效過濾棉

清理小工具

集塵盒把手

集塵盒釋放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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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lean�拖布清潔座

污水桶

面板

清水桶

清潔劑注入口

操作面板

回充托盤

充電極片

水位感應片

清潔槽加水 /抽水鍵

清潔槽

清潔座清理工具

主機啟動 /暫停鍵

收納空間

主機叫回 /退出鍵

操作面板按鈕

收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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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使用 /3.1�注意事項
使用前，請將桌椅等傢俱、落地式電風扇等物品擺放整齊，收納好體重
計等低矮物品，整理出最大的清掃空間。

清掃時，請確保所有清掃區域都有充足的光線。	

收納好地面上的電線、拖布、
拖鞋等雜物，提升主機工作
效率。

整理待清掃空間

營造明亮的清掃環境

若家中地毯有流蘇邊，請先將
其邊緣捲入地毯下面。

請勿在地毯上使用拖地功能。

若主機在樓梯口、臺階邊緣等執行任務，請放置防護欄，確保其安全性
及運行順暢。

為使	DEEBOT	便於探索整個空間、建立居家地圖，首次使用前，請先
打開各個房間的房門。

預防主機跌落

打開房門，幫助主機探索

請避免站在主機前方、門檻和
走道等狹窄處，以免主機偵測
不到待清掃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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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使用 /3.2�準備工作
*	使用產品前，請先移除主機和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上的所有防護材料。

正確安裝邊刷

3.�產品使用 /3.3�主機充電
連接清潔座電源線

尋找合適的位置去放置�Auto-Clean�拖布清潔座

把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置於靠牆的平坦地面上，在左右	0.5m	和前
方	1.5m	的範圍內不要放置物品。

1

2

*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附近若有鏡子、踢腳線等具反光效果的物體，
在其底部	14cm	的區域需予以遮擋。請勿將清潔座放在陽光直射的
地方。

聽到「咔」一聲即表示安裝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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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水箱內注入清水和清潔劑

打開主機電源

*�I�代表開機， 	代表關機。

	請注意主機無法在電源關閉的狀態下充電。

3

4

6.5h

充電

*		首次使用，請將電充飽。充電時間約為	6.5	小時。
*		為了方便讓主機在完成清掃後能夠順利返回	Auto-Clean	拖布清潔
座，建議主機從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出發，在清掃過程中請勿搬
動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	

短按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	 	鍵，主機會自動進入清潔座並開始充電。	

*		為延長清潔座使用壽命，請僅使用科沃斯專用清潔劑。請將清潔劑按
照	1:200	的比例加入水箱中使用。請加入	3	瓶蓋的試用裝清潔劑。
*		請勿加入過多的清潔劑。清潔劑過多可能會影響	Auto-Clean	拖布清
潔座的功能並導致主機打滑。

將水加到清水箱的水位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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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使用 /3.4�ECOVACS HOME 應用程式

ECOVACS HOME

若要享受所有能運用的功能，建議您透過 ECOVACS HOME 應用程式控制您的 DEEBOT。

Wi-Fi 指示燈在開始之前，請確保:

提示: 
如果在 Wi-Fi 設定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請參閱本手冊中的	
〈故障排除 〉 Wi-Fi 連接”部分。 

• 您的手機連接到 Wi-Fi 網路。
• DEEBOT僅支援2.4G或2.4G/5G雙頻網路。
• DEEBOT 上的 Wi-Fi 指示燈緩慢閃爍。

緩慢閃爍 斷開連接到 Wi-Fi 或等待 
Wi-Fi 連接

快速閃爍 連接到 Wi-Fi

連續 連接到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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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機工作時，短按主機	 	鍵或清潔座	 	鍵，主機即會暫停。
•		在主機暫停工作的	10	分鐘內，若再次短按	 	鍵，主機會從上次暫
停的位置開始繼續清掃。

•		若主機暫停超過	10	分鐘則會進入休眠狀態。如需喚醒主機，請短
按主機	 	鍵或清潔座	 	鍵。

暫停�/�喚醒2

*		若長期不使用本產品，存放前請先將主機充飽電，然後再關閉電源開
關，請每隔	3	個月補充一次電量，以防止電池過度放電。
*		電池過度放電或長期不使用，可能會導致產品無法充電，請聯絡本公
司售後服務中心進行維修，切勿自行拆卸。

•		將主機電源開關轉到	 ，關機成功。（I�代表開機， 	代表關機）。

關機3

或

或

3.�產品使用 /3.5�主機操作

•		點選主機	 	鍵或短按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的	 	鍵，主機會根
據實際居家環境，以弓字形路徑規劃清掃工作。

啟動清掃1

1.		首次開啟清掃工作時，請確保主機位在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上，
並且已充飽電。為便於建立居家地圖，首次啟動清掃時，請先取下
拖布支架，以掃地模式啟動清掃工作。

2.		首次清掃時，請跟隨主機並幫助主機排除一些不友好的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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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裝掃拖一體式組件

2 		啟動拖地

3.�產品使用 /3.6�掃拖一體式組件

加水 安裝掃拖一體式組件

溫馨提示：1.	為延長掃拖一體式水箱的壽命，建議使用純淨水或軟化水。	2.	請勿在地毯上使用拖地功能。	3.	拖地完成後，請儘快清空水箱。

聽到「咔」一聲即表示組件已安裝到位。
2 		打開注水口蓋注入清水

1 		取出集塵盒

5 		安裝集塵盒

3 		蓋上注水口蓋

4 		黏貼可水洗拖布

集塵盒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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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使用 /3.7�Auto-Clean�拖布清潔座

開始/暫停主機清潔 結束主機工作，將主機叫回清潔座 控制主機以退出清潔座

3�秒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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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件保養 /4.1�維護保養
保養部件時，請關閉主機電源開關，並切斷�Auto-Clean�拖布清潔座電源。

為使主機性能保持最佳狀態，建議參考下表所示之保養頻率以維護主機部件：

部件 維護頻率 更換頻率

可水洗拖布 / 每	1-2	個月

邊刷 每	2	週 每	3-6	個月

滾刷 每	1	週 每	6-12	個月

精細過濾棉 每	1	週 每	3-6	個月

高效過濾棉 每	1	週 每	3-6	個月

vSLAM	視覺導航感應器
萬向輪
下視感應器
主機充電極片
清潔座充電極片

每	1	週 /

清潔槽	 每	2	週 /

清水箱 每	3	個月	 /

污水箱 	每次拖地後 /

溫馨提示：如需購買配件，請訪問https://www.ecovacs.com/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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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掉水箱內多餘的水。

擦乾水箱，並晾乾。

3

4

按壓釋放鍵，取出掃拖一體式組件。

4.�部件保養 /4.2�掃拖一體式組件
溫馨提示：拖地工作結束後，請儘快清理水箱組件。

水箱組件

提起集塵盒把手，取下集塵盒組件。

取下拖布支架和可水洗拖布。

1

2

集塵盒把手

溫馨提示：
1．請使用Auto-Clean拖布清潔座清洗和風乾可水洗拖布。為延長可水
洗拖布使用壽命，請勿頻繁將可水洗拖布從拖布支架上取下。

2．請用清水沖洗拖布支架。請勿使用抹布或其他任何物體刮擦拖布支
架，以免縮短魔術貼使用壽命。

3．當ECOVACS	HOME	App提示拖布需更換時，請及時進行更換。
如需購買配件，請訪問https://www.ecovacs.com/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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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請參照圖示，用清水沖洗。

2、請勿用刷子或手去刷洗高效過濾組件。

溫馨提示：請務必將濾材完全晾乾後再使用。安裝高效過濾棉時，請確
保把手的某一面要朝外。

集塵盒組件

取下初級濾網後，再取下精細過濾棉、高效過濾棉。

晾乾集塵盒、精細過濾棉和高效過濾棉。

打開集塵盒蓋，傾倒垃圾。

用清理小工具的毛刷清理初級濾網上的灰塵，注意裡外兩面都要
清理。

可用水沖洗集塵盒、精細過濾棉和高效過濾組件，並用力甩乾水珠。1 4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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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按	 	鍵，清潔槽自動加水

清空污水箱使用清潔座清理工具，清理清潔槽

清理清水箱過濾棉短按	 	鍵，清潔槽自動抽乾污水1

42

53

4.�部件保養 /4.3�Auto-Clean�拖布清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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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件保養 /4.4 滾刷與邊刷
清理滾刷 清理邊刷

按壓取下滾刷蓋板 取出邊刷

用清理小工具清理邊刷

1 1

取出滾刷組件2

2

用清理小工具清理滾刷3

*	如果滾刷的軸套掉落，請清理後重新安裝即可。



22

4.�部件保養 /4.5�其他部件

清理紅外線緩衝防撞板
清理萬向輪

* 請使用乾淨的乾布擦拭主機部件。

清理下視感應器 清理驅動輪

* 請注意，如果萬向輪輪圈被毛髮和碎屑堵塞，可能導致地板受損。當清
潔萬向輪後，其仍無法轉動時，請停止任何對本裝置的進一步使用，並
立即聯絡客服人員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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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障排除 /5.1 故障排除
產品使用過程中，若遇到以下情況，可對照查詢，自行解決問題。

序號 故障情況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1 無法在主機上開啟	
App。

路由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不正確。 設定路由器的網路連線，確保已輸入的路由器「使用者名稱」和
「密碼」正確無誤。

主機不在路由器的網路訊號覆蓋範圍內。 確保主機位於路由器的網路訊號覆蓋範圍內。

主機未處於待設定狀態。 唯有當主機處於待設定狀態才能對其進行網路設定，主機通電，
短按一下重設鍵，聽到提示音，即表示主機進入待設定狀態。

未使用	2.4G	網路。 主機暫不支援	5G	網路，網路連線時請使用	2.4G	網路設定。

2 主機無法充電。

主機電源開關未打開。 確保主機電源開關處於「I」開啟狀態。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未接上電源。 確保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已接上電源。

用手將主機放到清潔座時，充電極片未正確對接。 請短按清潔座	 	鍵，控制主機以返回清潔座充電。

長期不使用，導致電池過度放電。 建議經常使用本產品，若因長期不使用而無法充電，請聯絡售後
服務中心。

3 主機難以返回	Auto-
Clean	拖布清潔座。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擺放位置不正確。		 請按照說明書【主機充電】章節的方法正確擺放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斷電或被人為移動。 請檢查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是否已連接電源。請勿移動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的位置。

主機被地面障礙物（如電線、地毯邊緣毛穗、
電風扇底座等）卡住或因	Auto-Clean	拖布清
潔座的房間房門被關閉，導致無法返回	Auto-
Clean	拖布清潔座。

建議在使用主機前先參考說明書【注意事項】整理地面物品，以
確保主機行走順暢，避免被卡住，保持回充路線順暢。

主機沒有從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出發開始清掃。 建議讓主機從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出發開始清掃。

擺放清潔座的地面高低不平。 請將清潔座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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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故障情況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4
主機工作時出現路線雜
亂、跑偏、重複清掃及
小區域漏掃等情況。

擺放在地面上的電線、拖鞋等物體會影響主機正常	
運作。

主機工作前請先整理好散落在地面上的電線、拖鞋等物
體，盡量避免將零散物品擺放在地面上。如果出現漏掃
現象，主機會自動補掃，請避免人為干擾（如搬移主機
或阻擋主機行徑路線）。

在剛打蠟、拋光的地板上工作，致使驅動輪和地面的
摩擦力變小。

建議您等地板蠟風乾後再使用。

由於居家環境不同，主機可能無法進入某些清掃區域。 建議整理居家環境，以便讓主機進入清掃。

在弱光或無光條件下使用主機。 建議在光線或照明條件良好的情況下使用機器。

5 主機工作時陷入困境。

主機被散落在地面上的電線、下垂的窗簾布或地毯鬚
邊等纏繞或阻礙。

主機會自動嘗試用各種方法脫困，若無法脫困，建議用
手輔助。

主機可能被與主機高度相近的傢俱卡住。 建議墊高傢俱或以人為方式去遮擋。

6
主機工作時，運轉聲音
很大。

邊刷、滾刷被纏住；集塵盒、過濾材料被堵住等。 建議定期清理及保養邊刷、滾刷、集塵盒、過濾材料等。

7 無法順利建立地圖。

主機無法自動完成清掃。
首次清掃前，請先取下拖布支架，使用掃地模式開始清掃，
以便讓主機順利建立居家地圖；請勿以手動方式結束清
掃作業。

主機無法自動返回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
請按照說明書【主機充電】章節的方法正確擺放	Auto-
Clean	拖布清潔座，以便讓主機順利返回。

主機無法到達家中所有區域。
為使主機便於探索整個空間、建立居家地圖，首次使用前，
請先打開各個房間的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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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故障情況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8 拖布支架無法旋轉。 拖布支架被異物卡住。 請清除異物。

9
主機不回應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指令。

主機與清潔座距離太遠。
若超出可用距離，請使用	ECOVACS	HOME	App	去操
作主機。

主機與清潔座未配對。

拔出清潔座插頭，等待	10	秒後再重新插上插頭。關閉
主機電源，然後再重新開啟。用手將主機推入清潔座，
確保充電極片已正確對接，主機會開始充電，並發出配
對成功的語音提示。

10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
上的清水箱不出水。

清潔槽水位感應片有污漬。	 請使用乾淨的乾布擦除污漬。

11 滾刷一端的軸套掉落。
清潔中，滾刷軸套可能因被頭髮等細軟雜物纏繞導致
掉落。

清理後，將軸套重新安裝至滾刷一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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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障排除 /5.2�Wi-Fi�連線
設定�Wi-Fi�前，請先確保主機、手機和�Wi-Fi�網路均符合以下要求。

主機和手機要求
•	主機已充飽電，且主機電源開關已打開。	
•	Wi-Fi	狀態燈緩慢閃爍。
•	關閉手機的行動數據（完成設定後，可重新開啟）。

Wi-Fi�網路要求
•	使用	2.4GHz	或	2.4/5	GHz	雙頻網路。
•	路由器支援	802.11b/g/n	和	IPv4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	切勿使用	VPN（虛擬私人網路）或代理伺服器。
•	切勿使用隱藏的網路。
•	使用	TKIP、PSK、AES/CCMP	加密的	WPA	和	WPA2。
•	不支援	WEP	EAP（企業級可延伸驗證通訊協定）。
•	在北美地區使用	Wi-Fi	頻道	1-11，在北美以外地區使用	Wi-Fi	頻道	1-13（請諮詢當地監管機構）。
•	如果使用網路訊號延伸器/中繼器，則網路名稱	(SSID)	和密碼與主網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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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品參數

* 因產品持續地進行改善，本說明書的內容以實物為準，本公司亦保留產品更新的權利。

產品型號 DVX45

主機額定輸入 20V	 			2A

充電時間 約	6.5	小時

Auto-Clean 拖布清潔座型號 CH2028

額定輸出電壓 20V	 額定輸出電流 2A

額定輸入 100-240V~			50-60Hz			7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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