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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机器人，通过无人驾驶技术自动执行拖地任务，凭借成熟的SLAM机器人自主定位导航技术，激光雷达+3D摄像头的防撞设计，精准导航定位，提供更智能

、更环保的保洁服务，支持定时清洁任务设置，用机器人替代人工，提高清洁效率和质量，4万平方超大激光面积，可以轻松胜任各种复杂的大场景，具有操作简

单、使用舒适、高效快捷等显著优势，成为大型商业场所、医院、酒店、高铁车站等领域的新宠。

内置拖地模块，吸附灰尘，锁水湿拖，
即拖即干，拖地不留水渍

拖地、吸尘、扫地

紫外线灯照射，对拖地模块和地面进行消毒

紫外线地面消毒

水循环系统，可以重复利用水，
无须频繁加水

节约能源

1.1 产品介绍



定时清洁 

提前设置清洁时间和区域 

自动执行清扫任务 

4万平超大激光建图

激光SLAM建图技术，成熟的导航算法

满足多种大场景使用 

水消毒过滤系统

自动过滤消毒，节能 

环保，省时高效 

远程导航部署

云平台远程构建导航地图 

省时高效，方便快捷

1.2 产品功能

自动返回充电

电量低于最小值 

自动返回充电桩充电 

秒级智能避障 

多传感器防撞、避障系统（3D摄像

头，激光，光耦防碰撞系统）



·  弓字型沿墙清洁，不重复、全覆盖

·  独创的云服务管理平台，远程导航部署、省时高效

·  支持多任务跨区清扫，（同一个地图，同一楼层）

·  独有的水消毒过滤系统，自动过滤，节约水资源

·  定时预约功能，自动清扫，不受时间限制

·  激光SLAM与V-SLAM融合，高精准导航定位

·  激光雷达+3D摄像头防撞设计，精准识别周围环境

·  清洁速度 0.2~0.4m/s（速度可调节）

·  便捷抽拉式拖地模块设计，简化工作，方便清洗和维护

·  4万平超大激光建图，满足大场景使用

·  37V/20A·h锂电池，4~6小时持久续航

·  低电量自动返回充电，无人为操作

·  用户权限验证与身份识别管理

·  设备维护、故障、耗材更换智能提醒功能

1.3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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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字形沿墙路径 自主避障系统

远程智能控制 自动返回充电

自主路径规划，弓字形沿墙拖洗，

覆盖面更全

3D摄像头，激光雷达，光耦防

碰撞系统多重防撞设计，运行稳

定安全

独有云服务平台，远程协助构

建导航地图，远程查看机器运

行数据

低电量自动返回充电桩充电

无需人为干预

1.4 工作原理

防跌落

室内导航定位

准确检测危险道路并自动绕行，

以防止机器人跌落

通过激光雷达传感器获取环境信

息，从而进行定位和导航。



1.5 拖洗原理

拖地、吸尘、扫地三合一设计，自主规划清洁路径，
弓字形沿墙拖洗，覆盖面更全，解决了地面水渍、污
渍、灰尘、纸屑等清洗难题。

386mm宽度吸水海绵滚轴，采用特殊高分子吸水材质，
拖地不伤地面，即拖即干，满足多行业地面保洁需求。

消毒地面：内置UVC紫外线灯，可对拖地模块和地面
进行消毒，无菌拖洗更卫生。（开盖自动关灯免伤害） 

工作原理：滚刷条通过物理传动有效卷起地面垃圾
（如纸屑、瓜子壳），自动吸入机器人内部的吸尘盒，
内置水循环过滤系统，吸水海绵滚轴对地面进行拖洗，
机器人后台实时显示定位、电量及里程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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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机器人，采用15L大水箱，独创的水循环自动过滤系统、净化污水，降低换水频率，节约水资源，UVC紫外线地面消毒，拖地与地
面消毒同时进行。支持4万平大面积建图，满足多种场合的清洁需求， 可在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执行地面清洁任务。

2.1 水循环过滤、UVC紫外线+地面消毒

UVC



2.2 远程导航部署

通过云服务平台，远程连接并控制机器人，全程可视

化构建导航地图，减少运维服务响应时间，让机器人

可以在更短时间内投入使用，节省时间成本。

编辑地图

导航建图



3D摄像头

3D摄像头防撞设计，精准识别周围环境，

自主避障，运行稳定，更安全

激光雷达传感器，25米范围

高精准距离探测

采用光耦防碰撞系统（轻触立即后退）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激光雷达 光耦防碰撞系统

2.3 多传感器防撞、避障系统



2.4 便捷维护方式

1. 开盖自动关闭紫外灯，可快速取出污水箱

2. 快速拆装的吸尘盒结构，垃圾处理更容易

3. 抽拉式拖地模块设计，维护清洗更容易

 吸水海绵滚轴

拖地模块

水箱

吸尘盒

毛刷条

激光雷达



机器人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提醒清理

机器人的滚轴、污水箱、吸尘盒

智能语音提醒

采用特殊高分子材料，拖地吸尘不伤

地面，不刮花地板

地面友好型拖地设计

云服务平台远程部署，通过输入机器人IP

地址进行构建地图，查看运行数据

远程智能控制

支持4万平大场景建图，满足多种

复杂的场景使用需求

4万平大面积导航建图

2.5 便捷维护方式



2.6 操作使用步骤

1

2

3

4

5

6

连接网络，让清洁机器人与电脑处于同一局域网，

输入IP地址，登陆机器人操作后台

打开建图模式，遥控机器人行走，识别周围环境，

构建导航地图

激光雷达精准测距，实时观察机器人的定位状态，

检查定位坐标点是否准确

编辑地图，构建虚拟墙，自定义规划清洁区域，

机器人自动执行拖地任务

执行跨区域拖地任务时，机器人需在同一地图，

同一楼层

登陆机器人后台地址，可查看机器人运行数据、

电量、里程、定位等信息，操作便捷

构建导航地图



2.7 产品商业价值

商业
价值

效 率

省 心

价 值

品 牌

使用机器人替代人工清洁，效
率高，标准高，清洁更彻底

定时清洁，自动充电，快拆式
拖地模块，清洁工作更省心

降低人工成本，节省开支，
增加效益比，提升附加值

使用清洁机器人，从事地面
保洁工作，提升品牌形象，
增加科技感



2.8 产品规格参数
产品名称 清洁机器人

产品型号 SS-15

水箱容积 15L

清洗路线 弓字型沿墙清扫

清洁速度 0.2~0.4m/s

电池类型 电池组 10S8P 容量20800mAh/37V

最小通过宽度 900mm

充电时间 3~4小时

续航时间 4~6小时

清洗模式 标准

工作方式 自定义、循环自动、手动清洁

显示屏尺寸 7英寸

整机额定功率 130W 

紫外线灯功率 11W

产品重量 50KG

产品尺寸 (长宽高) 684mm*500mm*600mm

清洁机器人PRO：
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多线
激光雷达（16线激光雷达）
200米精准测距，
3D建模及环境感知，
可侦测玻璃等激光容易
穿透的障碍物



3.1 适用场景

适用于大中型室内公共场所清洁

地铁站、高铁站、机场、海关口岸

商超、酒店、餐厅、商业中心

政务大厅、工厂车间、银行、写字楼

学校、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

会展中心、智慧展厅、汽车城、家具城

影院、医院、养老院、福利院

地面材质要求：大理石、PVC、木地板、聚氨酯、花岗

岩、水磨石、水泥地、环氧树脂、瓷砖等硬质地面



3.2 案例展示

购物超市

餐厅

商业综合中心

工厂无尘车间 家具城

企业

写字楼

展览大厅

停车场



工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1-31666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