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bot Vacuum 掃地機器人 s9+

iRobot®用戶指南

iRobot® 客服維修中心提供全方位的售後支援，從基本的使用方法到
各類疑難洽詢，我們提供一站式詳細的售後服務

 

產品規格

濾網類型 高效

電池運行時間 約 120 分鐘(可回充續掃) 
(靜音清掃模式)

電池類型 鋰電池

集塵盒容量 550 ml 毫升

集塵盒類型 水洗式

內容物

Roomba® s9 掃地機器人

Clean Base™  充電座 + 自動集塵座 

電源線

AllergenLock™ 鎖定過敏原集塵袋2個

額外附贈濾網 1 片

額外附贈角刷 1 只

尊寵禮遇 呵護備至 保固一年

官網註冊延長保固 

(百貨購買再加一年)

24H客服專線
專人提供諮詢服務

配件耗材

保證原廠合格直送

宅配免運 
全台免運送到指定地點 

(偏遠地區/離島另計)

售後維修

遍及全台實體通路

實機展示

專業授證技師服務

iRobot官網 HDC官網

來思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ighspeed Digital Co., Ltd.
10487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9號12樓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000-104台灣獨家總代理 iRobot Taiwan irob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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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bot® 
領先全球

最先進的旗艦款

掃地機器人



Roomba® s9+ 的誕生
研發團隊分享如何克服挑戰和其幕後故事



 

Jonathan Dorich-首席軟體工程師

Insun Hong-工業設計部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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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進化的感應器讓機器人清掃到

以前無法到達的縫隙及錯綜複雜的

居家格局

為充滿科技感的 Roomba® 設計絕美
的外觀，並融入居家生活情境

為實現您追求潔淨居家的夢想，

iRobot® 接受挑戰，竭盡全力地投入
30年的研發技術 

我們在 s9+ 機器人前端加裝了 3D 感應器，提高它智能判斷的
能力，並善用角刷及前端方形的設計。憑藉著 3D 感應器，我
們強化了邊緣清掃的功能，並新增特定的模式，確保機器人
能深入角落、深層清掃。此感應器也幫助我們提升了機器人
的性能，例如:當機器人觸及椅子前預先降速。s9+ 透過不
斷地更新軟體、新增數位功能，讓我們擁有新思維，並提升
使用經驗及解決問題。s9+ 亦具備先進的記憶體與運算處理能
力，就算在未來使用多年也不過時 

我們與客戶訪談並深入了解他們對產品的需求，
由此展開 s9+ 的研發旅程。當我們理解了客戶
的期望，明白他們致力追求更深層的地板清潔
及徹底的邊角清掃，我和團隊便制定了新品願
景與目標，並一同著手執行。團隊運用創新的
機身、重新設計的包裝和全新的方法來達成目
標，並非只是單純將主刷加長而已，而是讓主刷
靠近機身邊緣以貼合牆邊角落

 

 

 

Brent Hild-資深產品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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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用戶絕不想將 s9+ 這款掃地
機器人束之高閣，而是驕傲地將它陳列
在家中，因為它是如此耀眼奪目。這份
工作最啟迪人心的地方是造訪人們的
家、和他們交談、見證他們的生活方
式，並了解他們想要如何使用產品及在
何處使用。傾聽大家的心聲後，我們體
悟到人們希望產品無違和地融入居家環
境。端看機器人在地板上移動，金屬外
觀炫目的效果與機器人運行時的模樣相
得益彰，微奢金屬的原素著實令人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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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發的過程中，我們將機器人送往許多 iRobot® 內部
員工及外部測試人員的家中。藉此，我們得到許多寶
貴的反饋。這些建議讓團隊在開發機器人和籌備上市
時進行的產品改良獲益匪淺

我們投注大量時間追求精湛工藝，確保
每個細節精準到位，讓您觸及 s9+ 或與產
品互動的同時，摸得到質感並體驗精緻
優雅的定義，例如:打開上蓋取出集塵盒
或闔上上蓋，我們希望可以聽到咔嗒一
聲確實緊閉

為了解決客戶的煩惱，外型更進一步地蛻變。
s9+ 最大的特點是改善清潔效果，嶄新的外觀則專
攻邊緣和角落清掃。兩個優勢的關鍵在於為 s9+ 研
發出新的角刷，以便深入邊角，提取碎屑並吸進機
器人的集塵盒中

Ben Schriesheim-首席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Alyssa O’Malley-資深系統工程師

操作 Roomba® s9+ 的細節經過審慎
檢核，目的是為了擁有更優異的

使用者體驗

我們已在數百個家庭環境中反覆測試

多次

Travis Gschrey-資深機械工程師

這套系統打從一開始就專為最長的

主刷而設計



革命性技術  完美體現強勁清掃效能

40  
倍吸力*

40倍*的極勁吸力

 

vSLAM™ 專利技術

PerfectEdge™ 完美邊角清掃科技

採用光學感應器，每秒捕捉超
過230,400筆數據資料，讓機
器人根據周遭環境繪製精準的
居家地圖，因此它對自己身在
何處、所經之處和即將要清掃
之處全都瞭若指掌

加長版的橡膠雙滾刷更有效率地清掃大面
積區域，並互相配合完美徹底清掃。一支
滾刷鬆動灰塵，另一根滾刷朝反方向高速旋
轉將地板髒汙掃入集塵盒。高達40倍*的吸力，
為您帶來前所未有最深層的清掃體驗**

先進的 3D 感應器能偵測牆壁的位置，並幫助機器
人沿牆緊貼清掃。機身邊緣最大化的設計和特殊角
度的角刷可直搗藏汙納垢的角落。特製的 26˚ 角刷由 
5 支 30mm 長的刷毛組成，幫助機器人深入角落，
確實完整覆蓋

*和 Roomba® 600 系列 AeroVac™ 系統比較
**和 Roomba® 980、e5和i7機器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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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ba® s9+ 掃地機器人
獨步全球的設計搭載突破性的科技，不僅有效深入角落、沿著邊緣清掃，

亦可精準繪製導航地圖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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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int™ 串連科技

Roomba® s9+ 掃地機器人完成吸塵工作後，
會自動告知 Braava jet® m6 拖地機器人開始
拖地，依序完成先掃後拖的機制，將清掃效
果向上升級

*m6 拖地機器人請額外選購

回充續掃的功能

 

 

 

 

水洗式集塵盒

 

 

智慧音箱串接 

配件與耗材 (各品項單獨銷售)

1組

官網購物

機器人可自動回到充電座充電後
再到未完成的區域續掃，且按照
剩餘的空間自主判斷充電時間，
節省整體清掃時數，有效率地完
成樓面清潔

清水沖洗集塵盒*，即可將盒內
的髒汙和碎屑一掃而空

*水洗前，請務必先取出集塵盒內的濾網

您可以讓機器人連結Google語音
助理，完全無需動手，只要講一
兩句話，就能擁有潔淨無比的居
家環境 - 只要告訴它，什麼時候
要清掃哪裡 

Roomba® s9+ 掃地機器人可深入角落與沿著牆緣徹底清掃，
並自動清空集塵盒髒汙

Imprint™ 智慧型地圖對應

小範圍指定空間清掃 虛擬禁入區

約容納

30 
個集塵盒

絕頂智能的導航地圖 - 了解居家環境後產生精確
地圖，並順應居家格局規劃最佳清掃路徑，確實
巡航每個房間，還能自動辨別不同樓層

Roomba® s9+ 具備 Anti-Allergen 抗
過敏原系統，可捕捉 99% 的花粉和
黴菌等過敏原，並於回充時自動將
髒汙吸至自動集塵座。自動清空集
塵盒的設計，可將過敏原緊鎖在 
AllergenLock™ 鎖定過敏原集塵袋中；
每個集塵袋的容量相當於 30 個裝滿
灰塵與毛髮的集塵盒，讓您連續數
週都不需為吸塵工作操心

Clean Base™ 自動集塵座

透過 iRobot Home 應用程式啟用「虛擬禁入區」
的功能，為您打造一面隱形牆面，聰明阻絕機器人
進入您不希望清掃的區域

iRobot Home應用程式升級後，提
供具備iAdapt™ 3.0視覺定位導航
科技的機種全新功能。用戶於App
地圖上框出想要特別清理的區塊，
一鍵按下，機器人立即前往指定範
圍精密打掃，坐享無塵潔淨空間

3片 
(台灣可單片購買)

s9系列
專用高效過濾網

3只 
(台灣可單個購買)

s9系列
專用角刷

s9系列
專用主刷

3只
(台灣可單個購買)

AllergenLock™
鎖定過敏原
集塵袋

 1顆

鋰電池

1只 
(請額外選購)

新版
雙模式虛擬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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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robots clean, 

tomorrow robots will allow you

to live in comfort.

 

 

 

董事長、執行長暨創始人 

Colin M. Angle

今日的機器人幫忙打掃，
未來的機器人讓您過得更愜意

電影和書籍裡預告人類未來將充滿機器人，但現實並非如此。
因此，我發明了 iRobot® Roomba® 掃地機器人，它們是一系
列可幫助人們的實用型機器人。時至今日，iRobot® 歡慶 30 週
年之際，我們終於推出了 s9+。s9+ 是擁有巨獸般效能的掃地
機器人，不僅吸力大幅提升，更從每個角落中吸出看不見的
灰塵與花粉

iRobot® 將繼續創造未來。在我們理想的遠景中，家裡的裝
置可以自行移動且無須經由任何操控或語音系統發號施令，它
們就可以執行人們想做的事。為了實現智能家居，具備空間
識別能力以了解屋內的細部陳設舉足輕重。因此，我們投資
在機器人自主學習和電腦視覺等技術，以增強空間識別的能
力。機器人的發展才剛起步，但身為人們最佳的夥伴，
iRobot® 將繼續挑戰，逐夢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