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掃地兼拖地機器人

如需使用手冊和指導影片，請掃描 QR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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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注意事項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使用手冊的全部內容，
並相應地安裝裝置，以及妥善儲存本手冊以備日後參考。為降低
火災、觸電或其他傷害的風險，請遵守以下操作要求：
• 本電器不適合身理、感官或精神上有缺陷或缺乏經驗和知識的

人員（包括兒童）使用，除非這些人是在負責其安全的人員看
管下或指導下使用本電器。應看管好兒童，確保兒童不會拿電
器玩耍。

• 對於歐洲人，8 歲以上兒童以及身理、感官或精神上有缺陷或
缺乏經驗和知識的人，如果受到有關安全使用電器的看管或指
導，並且瞭解所涉及的危險，則可以使用本電器。兒童不得在
沒有看管的情況下進行清潔和使用者維護。兒童不應該拿電器
玩耍。

• 請勿吸入高溫物質（未熄滅的菸頭、火柴和熱灰等）、超細物
質（如石灰、水泥、木屑、石膏、灰燼和碳粉）、大型尖銳碎
片（如玻璃等非實體確定物）。

• 無需任何動作即可在 50 與 60Hz 之間轉換產品，產品可以自行
適應 50 和 60Hz。

• 如果電源線損壞，必須由製造商、其服務代理或具有類似資格的人員更
換，以免發生危險。

• 充電時，請使用 EZVIZ 提供的擴充座 CS-RS2-TWT5-D。

• 警告：為了降低觸電風險 – 請勿在戶外或潮濕表面、商業或工業環境中 
使用。

• 警告：為了降低觸電風險 – 僅在室內使用。

• 警告：為了降低觸電風險 – 維修前請先拔下插頭。

安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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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運作時，請勿直視光纖介面。

• 第 1 級雷射，輸出 0.641 mW/0.038 mW/1.21 mW，波長 808 nm/910 
nm/980 nm，IEC 60825-1:2014。

• 本產品包含第 1 級雷射，在可合理預見的情況下具備安全性。

• 注意：若不遵守本手冊的規定，擅自改變光學模組的功能或效能，可能導
致雷射輻射的危險。

• 擴充座只能為含有不超過8節電芯且額定容量不超過 5200 mAh 的鋰離子
電池充電。

• 擴充座不能為非可充電電池充電。

妥善使用裝置
• 本裝置僅用於清潔家庭環境的地面，請勿在戶外環境（諸如露天陽台）、

非地面環境（諸如樓梯）和工業環境中使用。

• 請勿在沒有防護設施的懸掛式環境（諸如樓中樓、開放式陽台以及家具頂
部）使用裝置。

• 兒童不得將本裝置當作玩具使用。使用時，請讓兒童和寵物遠離裝置。 
請勿將諸如邊刷等配件放在兒童可觸及的地方，以免兒童誤食。請勿將 
兒童和寵物放在裝置機身上。

• 請勿在有明火或易碎物體的環境中使用裝置。

• 請勿在漬水地板或潮濕地面上使用裝置。

• 請勿在高於 40°C 或低於 0°C 的環境中使用裝置。

• 請勿使用裝置清潔任何易燃材料（諸如汽油、碳粉）。請勿在有易燃材料
的區域使用裝置。

• 請勿使用裝置清潔燃燒品項，諸如火柴、香菸和其他可能引起火災的 
品項。

• 請勿使用產品吸收大石塊、廢紙和其他可能使產品堵塞的品項。當吸口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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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時，請及時清潔產品，並去除吸口處的灰塵、棉花、毛髮等。

• 僅使用製造商推薦或銷售的配件。請勿使用任何第三方的電池或擴充座，
也請勿使用損壞的電池或擴充座。

• 用過的電池請根據當地法律和規範棄置。

• 任何情況下都請勿燃燒裝置，因為電池可能會引起爆炸。

• RGB 攝影機在使用過程中沾染灰塵後，建議使用吹風機清潔攝影機，或使
用紙巾和柔軟乾布擦拭並清潔，請勿使用粗糙或堅硬的材料，以免劃傷視
覺模組的玻璃表面。

• 如果機器人背面灰塵過多，則會影響機器人充電。建議定期或根據需要進
行清潔。還建議使用紙巾或柔軟乾布清潔。

• 如果機器人側面的邊緣感測器表面沾染大量灰塵，則會影響機器人沿牆行
走時的姿態和建圖定位效果。建議定期或根據需要進行清潔。由於感測器
位於機身內部，建議使用吹風工具/紙巾/柔軟乾布清潔攝影機以擦拭感測
器。清潔時請勿將手指放入其中。

• 機器人底部容易沾染大量灰塵，建議定期或根據需要進行清潔。

• 請按照手冊中的說明使用裝置。任何因使用不當造成的損失和傷害，均應
由使用者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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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參數
第 II 類

直流電

交流電

限室內使用。

充電前，請閱讀說明。 

機器人
機型 CS-RS2-TWT5
電池 14.4 V/5200 mAh 鋰離子電池
重量 約 4.6 kg
額定輸入 20 V  3 A
充電時間 約 3 小時
越障能力 20 mm

擴充座
機型 CS-RS2-TWT5-D
額定輸入電壓 100-240 V~、50/60 Hz
額定功率 65 W
額定輸出 20 V  3 A
充電電池 14.4 V/5200 mAh 鋰離子電池
淨水箱容量 5500 mL
髒水箱容量 5000 mL
拖布晾乾方法 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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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gzhou EZVIZ Software Co., Ltd.保留所有權利。
包括字詞、圖片、圖形等在內的任何和所有資訊均為 Hangzhou EZVIZ Software Co., Ltd. (以下簡稱
「EZVIZ」) 的財產。未經 EZVIZ 事先書面允許，不得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重製、變更、翻譯或散
發本使用手冊 (以下簡稱「本手冊」)。除非另有規定，否則 EZVIZ 對本手冊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性擔
保、保證或表示。
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提供有關使用和管理產品的指示。以下的圖片、圖表、圖像和所有其他資訊僅供描述和說明用
途。本手冊所含資訊可能會因韌體升級或其他原因而變動，恕不另行通知。請在  ™ 網站  
(http://www.ezviz.com) 中找到最新版本。
修訂記錄
新發行 – 2023年 1 月
商標告知

 ™、  ™ 和其他 EZVIZ 的商標和標誌是 EZVIZ 在各個司法管轄區的財產。下面所提及的其他商
標和標誌為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法律免責聲明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所述產品及其硬體、軟體和韌體係伴隨所有故障和錯誤按「原樣」提
供，並且 EZVIZ 不作任何明示性或暗示性保證，包括但不限於適銷性、品質滿意度、特定用途適應性
以及未對第三方造成侵權。無論是何種情況，對於任何特殊性、衍生性、偶發性或間接性損害，當中
還包括營業利潤損失、業務中斷或資料或文件遺失，連帶關於本產品之使用，即使 EZVIZ 已獲知此類
損害的可能性，EZVIZ、其董事、主管、員工或代理商概不對您承擔任何責任。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無論是何種情況，EZVIZ 對於所有損害的全部責任概不超出產品的原
始購買價格。 
對於因以下原因造成產品中斷或服務終止而導致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EZVIZ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A) 除要求外的不當安裝或使用；B) 保護國家或公共利益；C) 不可抗力；D) 您本人或第三方，包括但
不限於，使用任何第三方的產品、軟體、應用程式等等。
關於具有網際網路存取功能的產品，使用產品的風險應完全由您自己承擔。對於網路攻擊、駭客攻
擊、病毒檢查或其他網際網路安全性風險所造成的異常操作、隱私權洩漏或其他損害，EZVIZ 概不負
責；但 EZVIZ 會視需要提供及時的技術支援。監視法和資料保護法因司法管轄區而異。在使用本產品
之前，請查閱您司法管轄區中的所有相關法律，以便確保您的使用符合適用法律的規定。如果將本產
品用於非法用途，EZVIZ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果以上所述與適用法律之間產生任何衝突，以後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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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包裝內容

擴充座 *1

掃地機器人 *1
（以下簡稱「機器人」） 拖布 *2 拖地總成（附拖布）*2

邊刷 *2 清潔工具 *1 攝影機貼片 *1

電源線 *1 快速入門指南 *2 法規資訊 *1

電源線的外觀取決於您實際購買的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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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Dust Box

Wi-Fi Indicator

Intelligent LED Ring

Bumper

Power Button

Bumper

Robot Upper Cover

Microphone

*

Reset Button *

止衝擋

麥克風

止衝擋

*電源按鈕

智慧 LED 環

機器人上蓋

重設按鈕*

Wi-Fi 指示燈

集塵盒

名稱 說明

電源按鈕 • 按住 4 秒：開啟/關閉電源。
• 按一下：開始/暫停運作。
• 按兩下：結束任務並返回擴充座。

重設按鈕 • 按住 4 秒：進入網路配置。
• 按住 10 秒：還原出廠設定並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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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

3

2

4

懸崖感測器 *6

萬向輪

邊刷

驅動輪

拖地總成

RGB 攝影機

障礙物感測器

充電觸點

出風口

進水口

材料感測器

邊刷

主刷

驅動輪

拖地總成

D-TOF 光達

邊緣感測器

充電觸點

喇叭

紅外線接收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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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ing Tool

Place for Spare 
Mop ClothCabin Door

Mop Assembly Platform

Cleaning Sink

Water Sensor

清潔工具

備用拖布放置處
艙門

拖地總成平台

水感測器

清潔洗槽

Used Water Tank

Operation Panel

Clean Water Tank

Cleaning Solution Inlet

淨水箱已用水箱

操作面板

清潔液入口

開始/暫停 • 按一下：開始/暫停任務。
• 按住 2 秒：結束任務。

洗槽清潔 • 按一下：機器人退出擴充座，而擴充座向清潔洗槽噴水並等待清潔。
• 再按一下：污水將排清。

模式 按一下：切換清潔模式（先吸後拖、邊拖邊吸、僅吸塵、僅拖地、拖布清潔、
拖布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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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召回 按一下：機器人退出/返回擴充座。

+
兒童鎖開鎖/上鎖 同時按住 2 秒：將兒童鎖開鎖/上鎖。啟用兒童鎖功能後，按操作面板上的按鍵

會沒有作用（必需先用 EZVIZ 應用程式啟用兒童鎖功能）。

快速入門指南
準備工作
盡量避免在有樓梯的環境中使用（如果必須，請設置護欄），並在使用前，盡量移除地面障礙物。

將電源供應器連接到擴充座
選取合適的位置，將擴充座靠牆放置在水平地板上，用電源線將擴充座與電源插座連接，然後擴充座將自動啟動（建議將擴充座放
置在平坦燈光彩色瓷磚地板上，而不是放置在地毯上）。

No obstacles 1.5m(4.92’) ahead

>0.5m (1.64’)

>0.5m (1.64’)

前方 1.5 m (4.92') 無障礙物

為了避免擴充座受到外部熱量損壞，請勿將其放置在散熱器、加熱器、壁爐等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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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淨水
取下淨水箱和已用水箱的保護袋，用清水填注清水箱，然後裝回去。

• 請勿填注熱水，否則可能會損壞裝置。
• 如果需要使用清潔液，請使用本公司生產的清潔液。其他清潔液可能會損壞裝置。

MAX最大值

取下護盾

使用前取下使用前取下

安裝邊刷和拖地總成
在底部安裝邊刷和拖地總成：將邊刷對準圖中所示點並向下壓。聽到「咔嗒」聲表示安裝到位；將拖地總成對準磁點。

 



13

取得 EZVIZ 應用程式

EZVIZ 應用程式

1. 將您的手機連線至 Wi-Fi（僅支援 2.4 GHz Wi-Fi）。 
2. 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TM 中搜尋「EZVIZ」，下載並安裝 EZVIZ 應用程式。
3. 啟動應用程式，並且註冊 EZVIZ 帳戶。

• 如果您已經使用應用程式，請確定其為最新版本。要找到是否有可用的更新，請移至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TM 並搜尋 
EZVIZ。

• 實際過程可能因進行中的應用程式更新而有所不同。遵照應用程式中提供的說明。

將機器人新增到 EZVIZ 應用程式
1. 透過 EZVIZ 應用程式登入您的帳戶，點選新增裝置圖示，隨即顯示 QR 碼掃描介面。 
2. 按住機器人的電源按鈕 4 秒，直到啟動為止。
3. 打開機器人的上蓋，掃描機器人機身上的QR 碼，並根據介面提示完成機器人的網路配置和新增。

如果 Wi-Fi 連線失敗，或者想將機器人連線至其他 Wi-Fi，需要按住重設按鈕 4 秒，然後機器人將重新啟動，並且您可以重新將
機器人新增到 EZVIZ 應用程式。

3

Scan to add device

1 2

放置機器人
在擴充座前面放置機器人，然後按下操作面板上的 。機器人將進入擴充座並開始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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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清潔
您有兩種操作方式：

• 按下  即可選取清潔模式，且按下  即可運作。

• 透過 EZVIZ 應用程式登入帳戶，在裝置的首頁上選取清潔模式，並按一下 。

首次使用後，機器人將繪製並記錄室內地圖。（為了提高地圖繪製效率，首次使用請使用僅吸塵或先吸後拖模式）
• 建議首次使用前充滿電。
• 為了有助於清潔後順利返回充電，建議從擴充座啟動。清潔期間請勿移動擴充座。

使用攝影機貼片（選配）
如需遮蓋攝影機，有隨附攝影機貼片可用。
1. 撕下保護膜。
2. 用濕紙巾清潔並擦拭攝影機的玻璃。將攝影機貼片貼上並按向攝影機的玻璃，務必貼牢。
3. 貼片可以清洗和重複使用。

31 2

本產品的視覺障礙物規避功能需要攝影機開啟作為先決條件之一，涉及的影像處理會在產品本機處完成，且不會上傳至 EZVIZ 
CloudPlay。您可以根據需要，掩蔽攝影機以拒用功能。產品包裝隨附掩蔽用攝影機貼片，其採用靜電吸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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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VIZ 應用程式上的操作
應用程式介面可能因版本更新而有所不同，以您手機安裝的應用程式介面為準。

清潔用地圖
地圖編輯（分割、合併、區域構建、房間命名、禁區、隱形牆、旋轉）、地圖分區、地毯顯示、即時清潔路線顯示、以及多地圖 
儲存。

清潔方法
一般清潔、個人化清潔、排定清潔、指定房間清潔、區域清潔。

清潔設定
吸力設定、水量設定、清潔順序設定、地毯增壓模式、地毯補掃、以及晾乾拖布時間設定。

管家功能
預約巡檢、定點動作、巡檢用拍照/錄影、以及語音對講。

資訊顯示
愛寵時間、清潔歷史記錄、巡邏歷史記錄、設備電量、耗材及維護。

更多功能
韌體升級、音量調整、勿擾模式、夜視光線補償等。

例行性維護
為使裝置維持最佳狀態，請按照以下頻率維護裝置和更換零件：

機器人零件 維護頻率 更換頻率

拖布 / 每 2-3 個月

邊刷 每 2 週一次 每 3-6 個月

主刷 每週一次 每 6-12 個月

海綿過濾器/
高效率過濾器 每週一次 每 3-6 個月

D-TOF 光達
RGB 攝影機
邊緣感測器

障礙物感測器
懸崖感測器

紅外線接收端子
止衝擋

充電觸點
萬向輪/驅動輪

每週一次 /

清潔洗槽 每 2 週一次 /

淨水箱 每 3 個月一次 /

已用水箱 每次拖地後 /

擴充座 每 2 週一次 /

• 在裝置上進行清潔和維護任務之前，請關閉機器人並拔下擴充座。
• 隨附多功能清潔工具，便於維護。小心輕放，此清潔工具邊緣鋒利。
• EZVIZ 製造各種更換零件和屬具。有關更換零件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ezviz.com。



16

更換拖布

1

Please note that the mop cloth 
should never cover the center 
part of the mop bracket.

2 請注意，拖布不得蓋住拖地支架
的中心部分。

 

3

傾倒集塵盒

1

2

Press and hold the white button 
on the dust box, the dust box 
cover will open automatically, 
and the garbage will be poured 
out.

按住集塵盒上的白色按鈕，集塵盒
蓋會自動打開，且垃圾會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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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潔高效率過濾器和精細濾棉

1

24H

2

24H

3

1

2



18

更換高效率過濾器和精細濾棉

Remove the high efficiency 
filter and fine filter cotton, 
and replace them with the 
new ones.

取 下 高 效 率 過 濾 器 和 精 細 
濾棉，並更換新品。

清潔擴充座
使用清潔工具或抹布清潔擴充座內部、清潔洗槽和左角的水感測器。

清潔淨水箱
取出淨水箱，打開水箱蓋，將水管移至一旁，然後取下濾棉進行
清潔。清潔後，裝上濾棉，並將水管裝入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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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已用水箱

清潔主刷

1

按下清潔工具末端的按鈕並同時旋轉，取出隱藏式鉤刀，接著清潔
主刷，然後將主刷裝回。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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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重要零件
用柔軟乾布擦拭並清潔懸崖感測器、材料感測器、磁點、充電觸
點、RGB 攝影機、障礙物感測器、邊緣感測器和紅外線接收端子。

清潔輪子
直接用手取出萬向輪，然後用隱藏式鉤刀清潔。
用隱藏式鉤刀清潔從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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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邊刷

環境注意事項
本產品內建鋰離子電池中含有的化學物質可能會造成環境污染。報廢前請取下並送至專業電池回收站集中棄置。

取下電池的步驟（以下資訊僅適用於捨棄裝置時，不適用於日常操作說明）：
1. 讓機器人進入不觸碰擴充座就無法清潔的低功率狀態。
2. 關閉機器人並取下邊刷和拖地總成。
3. 將機器人翻轉過來，取下底部的 13 顆螺絲，如圖所示。
4. 取下電池蓋。
5. 抓住帶箭頭的黑色貼片並取下電池。

1 5

6

7

8

9 10

11 12

2

3

4
13

• 拆卸電池時，請確保電量耗盡，並在斷開擴充座的情況下操作。
• 請將整個電池組一起拆卸，並且請勿損壞電池組外殼，以免造成短路或有害物質洩漏。
• 如果電池有滲液且不慎觸及，請用大量的水沖洗並迅速就醫。
• 本產品不應該在過期後或修理不能正常運作後捨棄，請交由有資格從事 WEEE 棄置的企業處理，對於正確方法，請參閱有

關 WEEE 棄置的國家或當地規範。

常見問答集
問題 解決方法

充電困難。 擴充座電源未開啟。請確保電源線兩端都已插入。

機器人歸座有困難。

擴充座附近有太多障礙物。請清除擴充座前面的障礙物。

建議每次清潔前將機器人放回擴充座，以確保機器人從擴充座開始運作。

接地電阻高。建議將擴充座移到平坦的地板上。

地面很滑。建議擦拭擴充座前的地面。

擴充座位置不正確。請檢查擴充座在地圖上的位置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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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決方法

機器人歸座過程中在擴充座附近運作
異常。

擴充座前面空間 1.5m 或兩側 0.5m 範圍內有障礙物。請清除障礙物。

用柔軟材料（紙巾或柔軟乾布等）擦拭機器人尾部充電觸點中間的黑色窗面和擴充座的
黑色窗面。

清潔過程中出現異常噪音/搖晃。

輪子/邊刷/主刷遭受其他物體纏住。將機器人關機，並且先清潔再使用。

吸入點的橡膠條可觸碰地面，屬正常現象，請放心使用。

拖布捲起，取下拖地總成，然後重新裝上拖布。

已用水箱抽水不斷。 請清潔擴充座。

操作面板顯示擴充座與機器人連接 
異常。

請確認機器人已經啟動。

Wi-Fi 訊號弱。請確保機器人位在 Wi-Fi 訊號涵蓋良好的區域中。

難以連線至 Wi-Fi。

Wi-Fi 訊號弱。請確保機器人位在 Wi-Fi 訊號涵蓋良好的區域中。

Wi-Fi 連線異常。重設 Wi-Fi 並下載最新的「EZVIZ 」應用程式，再次嘗試掃描裝置上的 
QR 碼以重新連線。

難以避開障礙物。

使用柔軟材料（紙巾或柔軟乾布等）擦拭攝影機表面上的玻璃。

當機器人遇到高透光（玻璃）、高反射（拋光金屬）、低反射（黑色）等的物體時， 
其障礙物規避效能會因環境影響而降低。

障礙物規避行為異常。 使用柔軟材料（紙巾或柔軟乾布等）擦拭攝影機表面上的玻璃。

邊刷在清潔過程中脫落。 將機器人翻轉過來並重新安裝邊刷，確保在安裝過程中聽到「咔嗒」聲。

防掉落偵測失敗，且機器人無法避免從
台階和其他高處掉落。 使用柔軟材料（紙巾或柔軟乾布等）擦拭懸崖感測器。

運作異常。 如果以上問題已排除，請關機並重新啟動裝置。如果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售後服務 
人員。

如需有關裝置的附加資訊，請造訪 www.ezviz.com。



23

視訊產品使用提案

感謝您選擇 EZVIZ 產品。
科技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作為一家高科技公司，我們益加意識到科技在提升業務效率和生活品
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意識到科技使用不當可能帶來的危害。例如，視訊產品能夠錄製真實、
完整且清晰的影像。這在回顧和保留即時事實方面很有價值。然而，如果視訊資料出現不當分發、使
用及/或處理，也可能導致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權利與權益。EZVIZ 秉持「科技為善」的理念，要求視訊
科技和視訊產品的每一位最終使用者都應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與法規、以及道德規範，旨在共同創造
更美好的社區。
請仔細閱讀以下提案：

1.每個人對隱私都有合理的期望，而且視訊產品安裝不應與這種合理的期望相衝突。因此，在公共區
域安裝視訊產品時，警告通知應以合理且有效的方式發出並釐清監控範圍。對於非公共區域，安裝視
訊產品時，應評估第三方的權利和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在徵得利害關係人同意後才安裝視訊產品、以
及不安裝高隱蔽性的視訊產品。

2.視訊產品的目的在於錄製特定時空範圍內及特定條件下的真實活動。因此，每一位使用者首先應在
此類特定範疇內合理界定自己的權利，以免侵犯第三方的肖像權、隱私權或其他合法權利。

3.視訊產品在使用過程中會持續從真實場景產生視訊影像資料，其中包括大量的生物資料（諸如臉部
影像），而且可進一步應用或再處理這些資料。視訊產品本身無法僅根據視訊產品所拍攝的影像來辨
別資料使用方式的好與壞。資料使用的結果取決於資料控制者的使用方法和使用目的。因此，資料控
制者不僅應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規範性要求，還應尊重國際規範、社會道德、良好道
德、通行做法以及其他非強制性要求，並且尊重個人隱私、肖像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和權益。

4.在處理由視訊產品持續產生的影片資料時，一律應該考量各種利害關係人的權利、價值和其他需
求。對此，產品安全和資料安全至關重要。因此，每一位最終使用者和資料控制者都應採取一切合理
且必要的措施來確保資料安全，並且避免資料外洩、不當揭露和不當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設定存取控
制、選取適合連接視訊產品的網路環境（網際網路或內部網路）、建立並不斷優化網路安全。 

5.視訊產品為改善世界各地的社會安全做出巨大貢獻，而且我們相信這些產品也將在社會生活的更
多層面扮演積極的角色。任何濫用視訊產品侵犯人權或導致犯罪活動的行為都違背科技創新和產品開
發的初衷。因此，每一位使用者都應為其產品應用建立評估和追蹤機制，以確保每一個產品都是以恰
當、合理且出於善意的方式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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