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世 代  全 自 動 機 器 人 吸 塵 器

Simple Life
簡 單 生 活 美 學



聰 明 的 智 慧 型 機 器 人 吸 塵 器

讓 您 輕 鬆 打 掃 不 費 力



品牌故事
Neato Robotics

源自美國矽谷史丹福大學贊助的創業支援計畫，以

開發家庭專用、去除亂掃亂撞的詬病，女性能安心

使用、擁有更多自由時間的便利型機器為目的。

2010年首度將機器人吸塵器商品化，結合最先進的

雷射技術與最新的人工智慧，成功以實惠價格生產

BotVision，更在推出XV系列後，僅三年就成為世界

最大的北美機器人吸塵器市場上領導品牌※，活耀中

的機器人製造商。

※根據2013年美國NPO公司調查





忙碌的生活，試著放慢生活

步調，打掃不再是重要的工

作，Neato　幫您減輕生活的

壓力。

Simple Life
簡 單 生 活 美 學

W i F i 遠 端 輕 鬆 啟 動



Connected
 WiF i  遠端遙控，離家再遠都能隨心所欲



即時/推播提示
 APP 會即時告知清掃狀
況。可自行設定集塵盒
傾倒提醒、滾刷更換/
清潔提醒、濾網更換/
清潔提醒。

 Neato 已清掃完畢。

集塵已滿！
請清空 Neato 的集塵盒。

充電一次
可使用

約120分

自動充電/續掃
可使用(續充三次)

約360分

遠端啟動/停止
出門在外，只需動動手
指即可啟動、停止家中
的 Neato。

查看狀態
觀看目前 Neato 清掃及
電量的狀態也可切換清
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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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清掃量統計
查看每日/每小時清掃
的時間與坪數。
※ 可查看21次清掃的歷史紀錄
※ 限機型D5、Connected

清掃範圍顯示
可使用APP查看已清掃
的區塊。
※ Connected專屬功能

節能/超強清潔切換

內建長效鋰電池，可選
擇ECO節能模式或
TURBO超強清潔模式。

ECO / TURBO 切換
定時預約清掃
可一次設定一周的定時
清掃。

重複：星期一、下午1:30

搭配 WiFi 支援APP

※軟體更新功能 美國NEATO官網於2017年開放最新版本為2.2.0。可至匯聚科技官網下載。

ECO模式TURBO模式

充電一次
可使用

約90分

自動充電/續掃
可使用(續充三次)

約270分

邊刷
搭配磁吸式的邊刷，將
角落灰塵一網打盡。且
拆換方便不費力 。



具有購買後還能升級的機能

可至 Neato Robotics, Inc.官網確認是否有更新的軟體，讓本機購買後也能越來越聰明地進行清掃。



搭配 WiFi 支援APP

找到我
Neato 發出警示聲便利
尋找。
※ D5專屬功能

遠端啟動/停止
出門在外，只需動動手
指即可啟動、停止家中
的 Neato。

查看狀態
觀看目前 Neato 清掃及
電量的狀態還可切換全
區清掃或定點清掃模式
。

即時/推播提示
 APP 會即時告知清掃狀
況。可自行設定集塵盒
傾倒提醒、滾刷更換/
清潔提醒、濾網更換/
清潔提醒。

 Neato 已清掃完畢。

集塵已滿！
請清空 Neato 的集塵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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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清掃量統計
查看每日/每小時清掃
的時間與坪數。
※ 可查看21次清掃的歷史紀錄
※ 限機型D5、Connected

定時預約清掃
可一次設定一周的定時
清掃。

重複：星期一、下午1:30 系統化導航
清掃路徑系統化，直線
式前進，效率佳。比它
牌節省約四分之一的時
間，且運轉面積增加，
相當節能。

充電一次
可使用

約120分

自動充電/續掃
可使用(續充三次)

約360分

邊刷
搭配磁吸式的邊刷，將
角落灰塵一網打盡。且
拆換方便不費力 。



SpinFlowTM 高效能強勁渦流吸塵技術
強化寵物毛髮清潔

結合強大的吸力和精密的清潔滾刷，使地面一塵不染!效果媲美手持吸塵器的超強吸力，將

灰塵、寵物毛髮、棉絮、垃圾全部一網打盡。



即時/推播提示
 APP 會即時告知清掃狀
況。可自行設定集塵盒
傾倒提醒、滾刷更換/
清潔提醒、濾網更換/
清潔提醒。

 Neato 已清掃完畢。

集塵已滿！
請清空 Neato 的集塵盒。

搭配 WiFi 支援APP

遠端啟動/停止
出門在外，只需動動手
指即可啟動、停止家中
的 Neato。

查看狀態
觀看目前 Neato 清掃及
電量的狀態還可切換全
區清掃或定點清掃模式
。

定時預約清掃
可一次設定一周的定時
清掃。

重複：星期一、下午1:30

D型設計
前方直角設計，完全貼
合角落，可把灰塵吸淨
。後方圓弧設計，在角
落轉彎時可避免碰撞，
讓 Neato 輕鬆移動。

系統化導航
清掃路徑系統化，直線
式前進，效率佳。比它
牌節省約四分之一的時
間，且運轉面積增加，
相當節能。

充電一次
可使用

約60分

自動充電/續掃
可使用(續充三次)

約180分

適用各式地板
適用於各種家用地板和
各個角落，並對於灰塵
碎屑、垃圾、頭髮等加
以清掃。



Botvac
享受生活就是這麼簡單，智慧型雷射掃描機器人吸塵器



D85 D80 D75



邊刷
搭配磁吸式的邊刷，將
角落灰塵一網打盡。且
拆換方便不費力 。

中文液晶螢幕顯示

簡單明瞭，清掃只需要
一個按鍵即可全屋清掃
或區域清掃，且可設定
排程每天自動清掃。

系統化導航
清掃路徑系統化，直線
式前進，效率佳。比它
牌節省約四分之一的時
間，且運轉面積增加，
相當節能。

適用各式地板
適用於各種家用地板和
各個角落，並對於灰塵
碎屑、垃圾、頭髮等加
以清掃。

防跨越磁條
搭配防跨越磁條，可自
行剪裁，黏貼在特定的
區域，可讓你家的機器
人吸塵器不要跨越。

自動回充/續掃機制

Neato 有著完善的自動回
充、續掃機制，不需由您
自己操控，包含三次清掃
與兩次自動回充，Neato能
針對大面積範圍進行完整
清掃任務。

除過敏原高效能
HEPA濾網

HEPA醫療級濾網可過
濾更小於0.3微米的灰
塵、垃圾、過敏源。

Botvac　D85 / D80

D85/D80

充電一次
可使用

約60-120分

自動充電/續掃
可使用(續充三次)

約180-270分



邊刷
搭配磁吸式的邊刷，將
角落灰塵一網打盡。且
拆換方便不費力 。

D型設計
前方直角設計，完全貼
合角落，可把灰塵吸
淨。後方圓弧設計，
在角落轉彎時可避免
碰撞，讓 Neato 輕鬆
移動。

中文液晶螢幕顯示

簡單明瞭，清掃只需要
一個按鍵即可全屋清掃
或區域清掃，且可設定
排程每天自動清掃。

系統化導航
清掃路徑系統化，直線
式前進，效率佳。比它
牌節省約四分之一的時
間，且運轉面積增加，
相當節能。

適用各式地板
適用於各種家用地板和
各個角落，並對於灰塵
碎屑、垃圾、頭髮等加
以清掃。

防跨越磁條
搭配防跨越磁條，可自
行剪裁，黏貼在特定的
區域，可讓你家的機器
人吸塵器不要跨越。

自動回充/續掃機制

Neato 有著完善的自動回
充、續掃機制，不需由您
自己操控，包含三次清掃
與兩次自動回充，Neato能
針對大面積範圍進行完整
清掃任務。

Botvac　D75

D75

充電一次
可使用

約60-120分

自動充電/續掃
可使用(續充三次)

約180-270分



沙發或床鋪底下，只需高度13
公分的空間，就能進入下方清
掃。

沿著壁面約1公分處前進，重
點式清掃。

掌握所有狀況，輕鬆因應

家中整體清掃全權委託 - 電池續航時間長
每次充飽電，運轉時間約可持續60~120分鐘。運轉時間搭配有效率的清掃方式，

每次充電，大約可清掃30-45坪的範圍。

※視環境不同運作時間而有所差異

最大運轉面積120坪
有效率的清掃方式，清掃中電力不足時會自動返回充電座，待充飽電後，再自動由

中斷處繼續展開清掃的功能，可清掃最多約 120 坪，大部分的家庭都能藉由此項功

能全自動地打掃家中每個角落。

※自動回充續掃最多3次可達約120坪。

比它牌更節省清掃時間
無論哪一款吸塵器，清掃中都會發出吸塵以及移動的聲響，因此無不希望盡快結束

這樣的噪音。使用Neato，3坪左右的房間約 6~8 分鐘即可完成，然後自動移動到下

個房間。較它牌更有效率的縮短清掃時間。

大容量集塵盒
集塵盒可由主機上方輕鬆開啟，拆下濾網，就能將集塵盒內累積的垃圾輕鬆倒入垃

圾桶內，此外，集塵盒本身因垃圾等而變髒污時，亦可水洗清潔。



※清掃床舖等家具下方時，建議確保高度13公分以上 
、寬度38公分以上的空間。(機身高度10公分)



除過敏源
高效能特級HEPA濾網(2入裝)

除過敏源
高效能HEPA濾網(2入裝) 螺旋膠刷

原廠配件

原廠配件訂購專線：02-2995-9258

www.neatorobotics.com.tw 原廠專用標準濾網(4入裝)

D型設計

BotVision(雷射導航&人工智慧)

吸塵馬達

自動分房分區清掃功能

自動充電/自動續掃功能

預約定時清掃功能

0.7L大容量集塵盒

液晶螢幕顯示(可點選繁體中文)

全屋清掃鍵

定點清掃鍵

防撞擊感應功能

防掉落感應功能

垃圾感應功能

錯誤警示功能

操作介面

軟體更新功能※1

電源ON/OFF開關

支援APP

除過敏源高效能特級HEPA濾網

除過敏源高效能HEPA濾網

標準濾網

寵物膠毛刷

螺旋膠刷

邊刷

充電座

電源線

防跨越磁條

型號

製造商

電源方式

電源

運轉時間※2

清掃面積

產品尺寸

產品重量

集塵方式

機身顏色

基本性能

感應功能

其他功能

主要配件

規格

※1 需另備可連接網路的電腦及USB線。    ※2 最長運轉時間是房間形狀、地板種類與電池狀態等而異。此外，充電三次可運轉時間意指利用自動回充/自動續掃功能時。

Neato BotvacTM D5

單鍵啟動、暫停

無總開關

按啟動按鈕一次

按啟動按鈕兩次

使用家中清掃(一般清掃模式)時，最大約120坪※意指利用自動充電/自動續掃功能時的最大運轉面積。
此外，最大運轉面積視房間形狀、地板種類與電池狀態等而異。

Neato BotvacTM D3

單鍵啟動、暫停

無總開關

按啟動按鈕一次

按啟動按鈕兩次

BV-D3

充電式2100mAh鋰電池 
（充電時間：約120 ~ 180分鐘）

灰色

※電池可運轉時間/約60分鐘(充電一次)
※電池可運轉時間/約180分鐘(續掃充電三次)

BV-D5

充電式4200mAh鋰電池 
（充電時間：約120 ~ 180分鐘）

黑色

※電池可運轉時間/約120分鐘(充電一次)
※電池可運轉時間/約360分鐘(續掃充電三次)

長31.9 cm x 寬33.6 cm x 高10 cm

約3.4 Kg（含電池）

集塵盒式（不需紙袋）

Neato Robotics Inc.（美國加州矽谷）

輸入：AC100V-240V 50/60Hz

Neato BotvacTM Connected

歐美限定款，無中文介面

雙鍵與四段觸碰感應

BV-Connected

充電式4200mAh鋰電池
（充電時間：約120 ~ 180分鐘）

鋼琴烤漆黑

ECO模式
約120分鐘(充電一次)、約360分鐘(續掃充電三次)

TURBO模式
約90分鐘(充電一次）、約270模式(續掃充電三次)

長32.1 cm x 寬33.5 cm x 高10 cm

約4.1 Kg（含電池）

集塵盒式（不需紙袋）

Neato Robotics Inc.（美國加州矽谷）

輸入：AC100V-240V 50/60Hz



鋰電池
(適用Wifi系列機種 )

鎳氫電池
(適用Botvac系列機種)

邊刷(2入裝)
(D3不適用)寵物膠毛刷

防跨越磁條
(有6呎、13呎可挑選)

Neato BotvacTM  D85 Neato BotvacTM D80 Neato BotvacTM D75

雙鍵與四段觸碰感應

（合計3片）

BV-D85

充電式3600mAh鎳氫電池
（充電時間：約120 ~ 180分鐘）

白色、鋼琴烤漆黑

※電池可運轉時間/最長60~120分鐘(充電一次)
※電池可運轉時間/最長180~270分鐘(續掃充電三次)

雙鍵與四段觸碰感應

BV-D80

充電式3600mAh鎳氫電池
（充電時間：約120 ~ 180分鐘）

白色、鋼琴烤漆黑

※電池可運轉時間/最長60~120分鐘(充電一次)
※電池可運轉時間/最長180~270分鐘(續掃充電三次)

雙鍵與四段觸碰感應

BV-D75

充電式3600mAh鎳氫電池
（充電時間：約120 ~ 180分鐘）

白色、鋼琴烤漆黑

※電池可運轉時間/最長60~120分鐘(充電一次)
※電池可運轉時間/最長180~270分鐘(續掃充電三次)

長32.1 cm x 寬33.5 cm x 高10 cm

約4.1 Kg（含電池）

集塵盒式（不需紙袋）

Neato Robotics Inc.（美國加州矽谷）

輸入：AC100V-240V 50/60Hz

長32.1 cm x 寬33.5 cm x 高10 cm

約4.1 Kg（含電池）

集塵盒式（不需紙袋）

Neato Robotics Inc.（美國加州矽谷）

輸入：AC100V-240V 50/60Hz

使用家中清掃(一般清掃模式)時，最大約120坪※意指利用自動充電/自動續掃功能時的最大運轉面積。
此外，最大運轉面積視房間形狀、地板種類與電池狀態等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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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位移、路徑點破壞。

(須視切換角度與行進方向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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