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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Neato 機器人
 
 
恭喜您擁有全新的吸塵清掃機器人。機器人的 Wi-Fi 功能可讓您透過手
機、平板電腦及其他裝置輕鬆管理地面清掃工作。

本指南可協助您透過 Neato 應用程式來設定和連線機器人。您也可以尋
找某些關於操作和維護機器人的重要資訊以達到最佳效能。接著就能放
鬆自己，您的機器人會在完成地面清掃時通知您。

有任何問題嗎？儘管讓我們知道。我們在此提供協助。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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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您使用 Neato 機器人的最佳體驗，請注意
下列事項以盡可能降低損壞傢俱和個人物品的風險。

請在前幾次清掃執行期間觀察您的 Neato 機器人，
並對需要清掃的環境做出必要調整以最佳化導航 
功能。

Neato 機器人具備了可避開障礙物的智慧型導航系
統。然而，機器人仍可能偶爾碰撞到傢俱、物件、
寵物和人。因此，若您擁有可能會經由碰撞而損壞
的特殊物件，請將這些物件從房間移開或使用邊界
標誌。

同樣地，Neato 機器人旋轉刷毛的運作方式如同一
般直立式吸塵器，因此請勿將 Neato 機器人用於您
不會使用一般直立式吸塵器來清掃的地面或地毯 (例
如流蘇邊)。

Neato Robotics 對於傢俱、物件、地毯或地面的
任何損壞概不負責。

重要：請在繼續設定之前閱讀目錄

概觀 .........................................................  3

重要項目和秘訣 ...................................  4

開始按鈕和 LED 指示燈 ...................  6

Neato 的運作方式..............................  7

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 ........................  8

不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 
直接使用您的 Neato 機器人 ...........  11

Neato 地面規劃工具與  
 「禁止通行線」 .....................................  13 

維護您的 Neato 機器人....................  16

更多資訊 ................................................  18

疑難排解 ................................................  19

您和您的 Neato 機器人....................  21

想要看看它的運作方式嗎？ 
請前往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以取得安裝影片和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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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

1 集塵盒與過濾器  
2 頂部  
3 雷射護蓋  
4 開始按鈕 
5 資訊 LED 指示燈   
6 電池 LED 指示燈
7 握把
8 前側防撞條  
9 邊界標誌
10 充電底座

11 滾刷  
12 牆壁循跡感應器窗口 
13 側邊滾刷
14 跌落感應器窗口   
15 滾刷防護器  
16 電池外蓋 
17 輪子
18 充電接點
19 清掃工具

資訊 LED 指示燈用於指示：
·  Wi-Fi 連線狀態
·  清掃中狀態
·  錯誤

 

電池 LED 指示燈用於顯示：
·  充電狀態
·  電池錯誤

需求：您需要 Wi-Fi 連線能力、一部執行 iOS 10 
(含) 以上版本或 Android 4.2 (含) 以上版本的手
機或平板電腦，以及一個 Neato 帳戶 (免費) 才能
使用某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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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項目

請務必讓機器人遠離
液體與潮溼區域。請
移走或蓋好寵物餐碗
與盆栽托盤。

清理放置像是玩具與
衣物等小型物品的	
區域。

將電線、窗簾與其他低垂的物品綑綁於高處。

最高階的厚地毯可能會影響機器人導航系統中避免
跌落的能力 (最高階使用短絨地毯則沒有問題)。
若要確保您的機器人能看到跌落點，請將邊界標誌
放置於距離階梯邊緣的 15 公分處。

Neato 機器人只能在室內使用。它並非設計用於
戶外清掃工作或在凍結溫度條件下使用。

請在前幾次清掃執行期間觀察您的 Neato 機器
人，並對需要清掃的環境做出必要調整以最佳化導
航功能。此外，儘管 Neato 機器人配備可避開障
礙物的智慧型導航系統，機器人仍可能偶爾碰撞到
傢俱、物件、寵物和人。 

Neato 機器人無法每次都能避開地板上的小型物
件 (例如：襪子或珠寶) 或電源線。因此，若您擁
有可能會經由碰撞而損壞的特殊物件，請將這些物
件 從房間移開、使用邊界標誌，或是在 Neato 應
用程式中新增禁止通行線。 

同樣地，Neato 機器人旋轉刷毛的運作方式如同
一般直立式吸塵器，因此請勿將 Neato 機器人用
於您不會使用一般直立式吸塵器來清掃的地面或地
毯 (例如流蘇邊)。Neato Robotics 對於傢俱、物
件、地毯或地面的任何損壞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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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機器人遠離您不要它前往的區域，可設立邊界標
誌 (僅隨附於特定型號，不過 Neato 邊界標誌相
容於所有 Neato 機器人)，或是在「我的清掃地面
圖」中設定「禁止通行線」。 

您可以使用剪刀將邊界標誌剪成較短的長度。

您可以使用可撕式膠帶使邊界標誌平貼於地面。

若要重設 Neato 機器人，請長按「開始」按鈕  
15 秒，然後所有燈號將會熄滅。再按一次「開始」
按鈕便會重新啟動機器人。

螺旋式複合滾刷具有吸附寵物毛髮的優異性能，且
適用於居家各種地面類型。

光滑的表面與黑色的地板可能會使導航功能發生	
問題。

將您的機器人連線至 Neato 帳戶之前，請檢視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的線上	
	「使用方式」影片。

重要秘訣



開始按鈕和 LED 指示燈

機器人正在： LED 指示燈顏色 代表何種意義

清掃中 

綠色恆亮 電量正常

黃色恆亮 電量不足，且必須充電才能開始新的清掃工作

紅色恆亮 電量不足，且機器人必須返回充電底座

充電中 

綠色 (恆亮或閃爍脈衝燈光) 電池充電中，且機器人可以開始清掃

閃爍黃色脈衝燈光 電池充電中，且必須完成充電才能開始清掃

閃爍紅色脈衝燈光 電量不足，且必須充電才能開始新的清掃工作

電池 LED 指示燈

*  注意：若 LED 指示燈閃爍或恆亮紅色，即表示您的機器人需要進行保養，或是機器人發生導航問題。請查看本指南疑難排解部分。

開始按鈕和 LED 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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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清掃 

在一般運作情況下，Neato 機器人會離開底座
並探索其周圍環境，然後開始清掃。它會在大約  
4.6 公尺 x 4.6 公尺的區塊中開始清掃，實際取決
於房間的配置和傢俱擺設。它將會繼續逐一清掃各
個區塊，直到全部區域清掃完成。
若您的 Neato 機器人可以偵測到門口，則機器人
也將會嘗試徹底清掃一個房間之後，再移動至下一
個房間。若機器人僅清掃了房間內部分空間，則您
的 Neato 機器人將會返回以完成房間清掃，接著
再完成全部工作。

增強型快充技術

有時需要清掃的空間非常寬廣，而機器人可能需要
返回充電才能完成全部清掃工作。有了增強型快充
技術，系統便可計算完成清掃工作所需的電量，並
進行相應的適量充電，這樣機器人就能更快返回現
場完成所有工作。

單人房清掃

若您僅要清掃單人房，可以手動將機器人放置在房
間，接著按下「開始」按鈕，然後關上門。您的 
Neato 機器人將會清掃房間，然後返回您原先將
其放置在房間中的位置。當機器人已完成清掃工作
時，請將機器人放回其充電底座。

清掃期間移動機器人 

不建議您在清掃中拿起或移動機器人。機器人可能
會變得無法判斷方向，無法遵照其一般智慧型行
為，且可能難以找到其充電底座。若您拿起機器
人，則放回距離您拿起的位置 30 公分以內，以獲
得最佳結果。

Neato 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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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循「快速入門指南」內的指示，將您的機器
人連線至 Neato 應用程式。

建議您將機器人設定為搭配 Neato 應用程式運
作，即可獲得最佳體驗和存取所有功能。  

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的好處：

• Neato 地面規劃工具與「禁止通行線」 

• 輕鬆存取和控制
• 出門在外也可啟動機器人
• 從應用程式輕鬆暫停清掃工作
• 即時通知 (清掃完成和警示等)

• 電池狀態
• 維護警示和關聯式說明，有助於讓您的機器人
維持在最佳狀態

• 接受機器人軟體更新通知

注意：您也可以使用機器人上的「開始」按鈕來
啟動和停止機器人。

透過多種 
智慧型手機 
和平板電腦 
操作機器人

Neato 應用程式可在家
中透過多種裝置使用以操
作相同機器人。僅需下載 
Neato 應用程式至其他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接著透過用於設定機器人的電子郵件和密碼來登入
至相同的「我的 Neato」帳戶。

注意：Neato Botvac D6 支援 2.4 GHz Wi-Fi 網
路，通道 1 至 11。
為確保最佳效果，請將您的 Wi-Fi 路由器放置在
中心位置，使其能傳送較強的訊號覆蓋整個家中 
環境。

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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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清掃

若要開始定點清掃，請選取	
	「定點」並按下 Neato 應用程
式中的「開始」按鈕。您的 
Neato 機器人將會清掃 2 公
尺 x 2 公尺的區域。 

排程您的  
NEATO 機器人

設定排程以定時清掃。您可以根據清掃日期和時
間來設定自己的喜好設定。

注意：若您要外出，可以關閉「啟用排程」設定
以暫停排程執行。

推送通知

若開啟應用程式中的推送通知，則機器人會通知
您其狀態。您的手機/平板電腦將會顯示諸如清掃
完成和警示等訊息。

房子清掃

若要開始房子清掃，請按下 Neato 應用程式中的			
	「開始」按鈕，這時您的 Neato 機器人將會開始清	
掃一個樓層的整個樓地板，並自動在房間之間	
移動。您可以從應用程式執行「開始」、「暫	
停」、「繼續」、「停止」以及「返回起點/底
座」等動作。

注意：取消進行中的清潔時，機器人會停在原地。
您可以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要求機器人返回其底
座充電站。若機器偵測到底座，它將會嘗試返回底
座並對接。

請將您的機器人面向
要清掃的區域並
置於該區域中央。

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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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軟體更新

讓機器人的軟體維持在最新狀態。您可以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來啟動機器人軟體更新。  

疑難排解您的裝置

機器人操作期間發生錯誤時，您可以按一下 
Neato 應用程式中的錯誤連結以查看所代表的意
義以及處理方式。如需關於疑難排解裝置的其他資
訊，請參閱應用程式中的「說明」。

智慧型手錶支援性

若您擁有 Apple Watch 或
搭載 Wear OS 的智慧型手
錶，則可以在手錶上的存取
某些功能，例如開始、停止
和接收通知。您的手錶需要
位於智慧型手機附近才能存
取這些功能。完成配對智慧
型手錶和智慧型手機時，請
前往智慧型手機上的手錶應
用程式，並開啟對 Neato 應
用程式的存取以檢視手錶上
的功能。

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



房子清掃

您可以透過按下「開始」按
鈕一次來啟動房子清掃。您
的 Neato 機器人將會開始清
掃一個樓層的整個樓地板，
並自動在房間之間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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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 Neato 機器人但不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

定點清掃 

您可以透過按下「開始」按鈕
兩次來啟動定點清掃。定點清
掃期間，若您按下「開始」按
鈕，則機器人將會暫停。若再
次按下按鈕，則將會繼續運
作。若要取消定點清掃，請暫
停機器人，然後按住「開始」
按鈕約 5 秒。

功能僅能透過 NEATO 應用程式使用

某些功能僅在您將機器人連線至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上的 Neato 應用程式時，才能使用。這些功
能包含 Neato 地面規劃工具、排程、推送通知，
以及清掃統計資料。

按下「開始」按鈕 1 次
進行房子清掃，2 次則

為定點清掃 請將您的機器人面向要
清掃的區域並置於該區

域中央。
注意：若您按下 Neato 應用程式的「開始」按
鈕，而機器人無法找到其在「我的清掃地面圖」上
的位置，則系統會通知您此狀況並提示取消或繼續
清掃。若您選取「繼續清掃」，則機器人將不會 
使用「我的清掃地面圖」或遵循任何「禁止通行
線」，因此您將需要使用邊界標誌，讓機器人遠離
任何您不想讓它清掃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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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開始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進行房子清掃時，
可以選取下方設定檔之一來決定機器人的清掃	
風格。

ECO

在「Eco」設定檔中，滾刷和送風器會設定為中，
讓機器人在單次充電的情況下清掃較大的區域。這
是最安靜的模式。

TURBO

在「Turbo」設定檔中，機器人的滾刷和送風器會
設定為高以加強吸力及加快滾刷轉速。Turbo 模
式所花費的電力會比 Eco 模式來得高。 

若您家中有精緻傢俱，則「加倍謹慎」導航便顯得
相當實用。當該功能啟用時，機器人在物件周圍會
更為謹慎地導航。它會在像是椅腳之類的物件周圍
留下較寬的緩衝空間。 

清掃設定檔 加倍謹慎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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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O 地面規劃工具 

在 Neato 應用程式中，可使用 Neato 地面規劃工
具來設定名為「禁止通行線」的虛擬邊界，這樣您
就能讓機器人知道哪些是不該前往的地方。這樣便
無需使用實體護欄 (包括 Neato 邊界標誌)。 

啟動 Neato 應用程式並輕觸位於左上角的	
	「三橫線」符號。

選取「我的清掃地面
圖」選項。

輕觸「開始使用」按鈕，並依照指示讓機器人執行
特殊清掃以建立地面圖。

一旦清掃完成，便會通知您機器人已為您建立了新
的地面圖。為新的地面圖命名並儲存。

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與家
中的地面規劃工具地圖，可
讓您設定名為「禁止通行
線」的虛擬邊界，這樣您就
能讓機器人知道哪些是不該
前往的地方。

若要設定虛擬「禁止通行
線」，請確保在您所選用
的裝置上安裝 Neato 應用
程式，接著依照下列步驟	
進行：

Neato 地面規劃工具與「禁止通行線」



輕觸「新增禁止通行線」
圖示，並於地圖上直接繪
製您需要的邊界線。

繼續輕觸「新增禁止通行
線」按鈕，即可建立多條
邊界線。

小技巧：放大地圖面再進
行「禁止通行線」繪製作
業，能讓準確度更加提昇。輕觸兩下或使用捏合手
勢進行縮放。請確保使用「禁止通行線」建立的邊
界線中，沒有中斷的缺口存在。

邊界線設定完成時，請輕觸「儲存」圖示以儲存您
已新增虛擬「禁止通
行線」的地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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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o 地面規劃工具與「禁止通行線」

確認提示會隨即出現，讓您知道「禁止通行線」已
儲存成功。 

一經儲存，您包含虛擬「禁止通行線」的新地面圖
將會成為您的預設地圖，並會於日後的清掃作業中
加以運用。 

 
注意：Botvac D6 可儲存多個地面圖及相應的虛
擬「禁止通行線」。若要搭配「禁止通行線」進行
清掃，必須讓機器人在各個待清掃地面上，從充電
底座上開始作業。建議在每個待清掃地面區域，都
設置額外的充電底座 (另行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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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o Botvac D6 Connected 最多可儲存 3 個
清掃地面圖。若要設定額外的清掃地面圖，請依照
以下步驟進行： 

將充電底座放置在您想要設定新清掃地面圖的地
方。將機器人放置於充電底座上。

輕觸現有清掃地面圖旁的箭
號。下拉式功能表隨即開
啟。選取「新增新的清掃地
面圖」。請依照指示來建立
第二個清掃地面圖。完成
時，請記得命名及儲存該清
掃地面圖。一經建立，您就
能在新的清掃地面圖上新增
禁止通行線。

多個清掃地面圖搭配「禁止通行線」 
進行清掃
 
若要在啟用「禁止通行線」的情況下進行清掃，必
須透過 Neato 應用程式啟動清掃，而且必須讓機
器人從充電底座上開始作業。請按下應用程式上的 
 「開始」按鈕，或是在應用程式上排程清掃。

注意：

• 每次清掃後，請輕觸     查看清掃摘要，其中 
顯示了機器人在涵蓋範圍中已清掃哪些區域。

• 若要使用「禁止通行線」，必須讓充電底座放
置在當初建立地面圖時的初始位置。

• 若 透 過 機 器 人 本 體 上 的 「 開 始 」 按
鈕、Amazon Alexa、Google Home、 
Chatbots，或是 IFTTT 等方式啟動清掃作
業，將無法限制機器人於「禁止通行線」邊界
內作業。

  啟動 Neato 應用程式並輕觸位於左上角的 
  「三橫線」符號。 

 
選取「我的清掃地面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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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塵盒與過濾器

每次使用後清空集塵盒，然後清潔通風口/開口與
過濾器。若要移除過濾器，請抓住握把並拉出。
請視需要每 1 至 2 個月 (或更頻繁頻率) 替換過	
濾器。 使用毛髮/纖維刀頭來切割並移除滾刷上的毛髮。

移除滾刷兩端以及用來安裝滾刷之孔洞中的碎
屑。重新插入滾刷並替換滾刷防護器。建議您每
個月清潔滾刷一次。

重要
您的機器人需要定期維護才能穩定可靠地運作。
這表示需要在每次使用後或需要時檢查/清掃滾刷
並清空集塵盒，依您的環境而定。若未能定期維
護，可能會導致機器人發生問題，並影響機器人
的效能，更會使保固範圍無效。

滾刷 

請移除側邊滾刷並置於一旁。將兩側向上拉起，
取下滾刷防護器。

兩側同時向上拉起

過濾器清潔梳毛髮/纖維
切割器

維護您的 Neato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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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請檢視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的
線上「使用方式」影片，瞭解如何維護機器人。

感應器

機器人頂端

使用乾燥的棉花棒，清潔機器人底部的兩個跌落
感應器窗口。

使用軟棉布清潔機器
人頂部與雷射設備頂
部附近區域。 

跌落	
感應器
窗口

跌落	
感應器
窗口

牆壁	
循跡感應器
窗口

維護您的 Neato 機器人

保固

Neato Robotics, Inc. 向原始購買者保證，Neato 
Robotics 硬體產品，除了電池之外，自原始購買
日期起的 1 年內沒有質料與工藝上的瑕疵。 

若為電池，則應適用六 (6) 個月的「保固期」。

請參閱  
www.NeatoRobotics.com/Limited-Warranty 
上的完整保固條款。在適用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
內，所有明示表示以外的保固皆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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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您可以在 www.NeatoRobotics.com 上，為您
的機器人找到配件和替換零件的相關資訊。
請一律購買 Neato 正版配件和零件：
• 電池 
• 過濾器
• 滾刷
• 邊界標誌
• 清掃工具
• 集塵盒
• 充電底座

使用未經授權或第三方配件 (非 Neato 正版)，可
能會損壞您的機器人並導致保固失效。

建議的耗材汰換時程，依實際使用情況而定。
• 過濾器 - 每 1 至 2 個月 
• 電池 - 每 12 至 18 個月

註冊您的 NEATO

即便您沒有使用 Neato 應用程式，仍可以透過註
冊機器人使軟體版本保持最新狀態並獲得特殊優
惠。請前往      
www.NeatoRobotics.com/My-Neato 建立帳
戶並註冊您的 Neato 機器人。

取得說明

還能找到更多有用的資訊，包括「使用方式」影
片、常見問答集，以及最佳使用方式的秘訣與	
技巧。

請前往：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www.YouTube.com/NeatoRobotics

重要資訊

請參閱隨附於您 Neato 機器人中的個別文件。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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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o 應用程
式機器人狀態

代表何種
意義 處理方式

若問題持續發生，請聯絡 Neato 客服中心 www.neatorobotics.com/contact-us/
注意：Neato 應用程式中亦提供了關聯式說明，可協助您疑難排解問題。
請前往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以取得更多疑難排解的秘訣。

疑難排解

Neato 應用程
式中的「機器
人離線」訊息

機器人的  
Wi-Fi 連線 
中斷。

若 Neato 機器人的 Wi-Fi 連線訊號強度較差或斷斷續續，機器人可能會偶有離線情況發
生。這通常是暫時情況，一般情況下，在機器人重新建立連線時，就會自行重新上線。

若機器人在過數分鐘後仍無法回到上線狀態，請檢查下列項目：

1)  確保機器人所連線的 Wi-Fi 網路運作正常，而且在機器人目前清掃區域內任何位置的訊
號強度皆足夠。

 
2)  將機器人從其底座移開以重設 Neato 機器人，接著長按「開始」按鈕約 15 秒將其關

閉，然後再次按下「開始」按鈕將其開啟。等待數分鐘，然後檢查 Neato 應用程式以
查看現在是否顯示「可進行清掃」。

 
3)  若以上步驟無法修正問題：從 Neato 應用程式刪除機器人，並再次執行這些步驟以重

新連接機器人。這時應該會顯示「可進行清掃」。

N e a t o  應 用
程式出現「您
似乎並未連接
至網際網路」
訊息

您裝有 Neato 
應 用 程 式 的 電
話/平板電腦是
否 並 未 連 接 至 
Wi-Fi 或行動
數據服務。

確保您的電話/平板電腦已連接至 Wi-Fi 或行動數據服務，這樣 Neato 應用程式才能與您
的機器人進行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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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o 應用程
式機器人狀態

代表何種
意義 處理方式

疑難排解

在 Neato 應用程式內建
立多個清掃地面圖時，出
現「重複的清掃地面圖」
訊息。

您正嘗試建立第二或第三個清掃地面圖，
但待建立項目與現有已儲存的清掃地面圖
過於相似。

吸塵清掃機器人會依照自身的啟動位置來判斷目前
身處哪一個樓面。請嘗試將充電底座移動至房間內
其他位置，或是其他房間，然後再次啟動新的清掃
地面圖程序。若在充電底座周圍 3 公尺內有側牆或
其他大型家俱圍繞，將有助於讓機器人區別其目前
所在位置與其他房間的差異。

建 立 清 掃 地 面 圖 時 ， 出 
現「該區域過於空曠。」
訊息。

這表示充電底座附近沒有側牆或其他大型
家俱圍繞，導致機器人難以判斷這裡是家
中哪個區域。

請將充電底座放置在其半徑 3 公尺範圍內，有側牆
或其他大型家俱圍繞的區域之中。

若問題持續發生，請聯絡 Neato 客服中心 www.neatorobotics.com/contact-us/ 
注意：Neato 應用程式中亦提供了關聯式說明，可協助您疑難排解問題。 
請前往 https://support.neatorobotics.com 以取得更多疑難排解的秘訣。



恭喜您擁有全新的 Neato 機器人。您即將體驗到不需推動吸塵器，
就能讓地面一塵不染的樂趣。  

觀察機器人前幾次執行清掃的情況。您可能會發現居家環境中的一
些小調整 (將椅子或桌燈移動幾公分，或拾起電線)，就能大幅改善
您的使用體驗。

您與機器人將會相輔相成。

您和您的 Neato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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