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Koo-800-SIP

消殺清掃機器人
產品介紹



消杀清扫机器人，又称无人驾驶消毒扫地机！

产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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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义

iKoo-800-SIP系列是集殺菌消毒、垃圾清掃、灰塵收集和塵推保養四大

保潔功能于一體的消毒清掃機器人,通過無人駕駛技術自動執行空間噴淋、

掃地工作,多感應器融合給與現場人員及固有佈設物充分的保護。 使用者

可在後臺遠端監控機器資料、調度工作,工作報表的定時輸出與大資料分

析,提供明晰的工作量統計及財務管控資訊,更加科學有效的開展地面清潔

服務:白天塵推維護,夜晚深度清掃,遠端線上監控,近場雙控雙開。



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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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自主导航
实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中度保养
灰尘收集

深度作业
垃圾清扫

轻度维护
尘推保养

特殊用途
杀菌消毒

iKoo-800-SIPF iKoo-800-SIPA



iKoo-800-SIPA 空间雾化器基本参数

液罐容量
23升/L（可覆盖面积10000㎡）
每桶雾化时间10小时

喷洒方式
雾化
雾化覆盖面积约为0.8㎡
雾化量：0.03升/分钟

产品用途
医院杀菌消毒
公共场所杀菌消毒
商业建筑杀菌喷洒

03.1

杀菌消毒

iKoo-800-SIPA



iKoo-800-SIPA 空间雾化器

03.2

杀菌消毒

在日本，次氯酸钠是一款常用、安全有效的消毒产品。次氯酸钠分子
可以使细胞壁的通透性发生改变，并与细胞膜蛋白结合，形成氮-氯化
合物，从而穿透病毒细胞膜，干扰新陈代谢从而杀死病毒，其杀菌效
果是次氯酸钠离子的80-100倍。采用本公司定制的雾化器以雾化（干
雾）形式进行消毒，30分钟--60分钟可以扩散至整个空间进行消毒，
安全﹑高效。

什么是次氯酸钠？

次氯酸钠消毒液
专属雾化器

次氯酸钠



一款可以在有人环境下
进行动态消毒的产品

次氯酸钠雾化的优势

1.空气感染、飞沫感染多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路
线扩散开来,因此在诸如等候室等场所利用喷
雾可以发挥威力。

2.喷雾液随重力落下,雾状气体随空气对流被送
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可以杀死房间内部的所有
细菌。

3.不刺激肌肤、 除菌后返成为水,是优秀的环
保产品!

iKoo-800-SIPA 空间雾化器

03.2

杀菌消毒



iKoo-800-SIPA 空间雾化器

03.3

杀菌消毒

iKoo-800-SIPA

iKoo-800-SIPA



iKoo-800-SIPF 地面喷液器基本参数

液罐容量
20升/L（可覆盖面积2000㎡）

喷洒方式
水雾，水柱可调节
水柱最远可喷4米
喷雾覆盖面积约为0.8㎡
喷雾量：0.1升/分钟
喷射量：0.2升/分钟

产品用途
公共场所杀菌消毒
小区绿化杀菌杀虫
商业建筑杀菌喷洒

04.1

杀菌消毒

iKoo-800-SIPF



iKoo-800-SIPF 地面喷液器

04.2

杀菌消毒

iKoo-800-SIPF



1、集空间杀菌消毒、地面清扫、吸尘、尘推全功能一体

2、75Ah锂电瓶，提供长达8小时的续航时间，快充快用，满足一天两班的作业需求

3、一次加液可覆盖10000㎡空间或2000㎡地面杀菌消毒

4、800mm清扫宽度，较同类型清扫机器人（typ600mm）多150-200mm的作业宽度，清洁效率提升25%

5、675mm直径机身，强化通过性能，且预留给导航层更多的算法策略可行性

6、圆柱形机身带来延边清扫和零转弯半径的导航避障安全性

7、浮动缓冲式底盘驱动控制、抽拉式垃圾盒快速倾倒垃圾、主刷边刷皆采用快拆装置

8、吸尘风机噪音的有效处理，在保持吸力的同时，整机工作噪音控制在58dBA，不影响办公环境的正常作业

9、定制型3D激光+3D景深ToF相机+2D激光+超声波及防跌落传感器融合

10、多层次的人机管理平台 （现场平板APP，机载UI）

11、主控和底盘控制板全独立设计，CAN总线式结构，性能稳定且电控维护便捷

12、安规和EMC体系符合CR/CE

产品特点/iKoo-800-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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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控制平板AP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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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管理、机器人状态查询

采用无线传输设计，可一定距离内远程操控机器人行走

扫图工具能实时显示机器人在地图中的定位与机器人的环境扫描信息，
帮助您控制机器人或确定机器人位置

可使用扫图工具遥控机器人进行地图扫描，扫描结果实时反馈到屏幕上，
所到之处，即可呈现

可使用任务配置工具给机器人现场配置任务时间、路线、内容、走动频率、
任务规划等，且有路线微调工具，帮助您精准的配置机器人工作路线

任务只需要配置一遍即可保存在机器人内部，下次使用只需要点下“开始”
即可一键启动

机器人双重管控大脑，随时监控机器人工作完成进度，操作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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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体系EN1175/1525

物理安全体系
远场防护：
50米&360度远场激光导航+安全避障

近场防护：
6米&50ms总线式超声波融合人体感应，

低于15%透光率物体（Eg.玻璃）
6米ToF相机，可自由切换在黑夜与白昼
6米ToF-2D激光，15cm低矮物体探测
缓冲式安全触边系统
防跌落ToF激光测距传感器，确保物理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
安防监控、语音交互、语音播报

信息安全体系
云端信息安全，4G/5G信道安全，系统及应用层安全

人机交互安全体系
远场缓速、近场急停
人先行走、障碍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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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iKoo-800-SIP

整体参数 行走导航 清洁效率 人机交互

尺寸 675(L)×988(W)×1387(H)
mm 行走速度 自动: 0.5m/s

手动: 1.0m/s max 最大清洁效率 1440㎡/h
（typ1000） 巡逻 高清摄像头

净重 111Kg 驱动方式 双轮差速 滚刷宽度 267mm 语音交互 麦克风阵列

工作电压 48V 爬坡度 6%，约4° 滚刷直径 50mm 梯控 选配

电池容量 72Ah 导航精度 ±2.5cm 边刷直径 265mm 机身人机交互屏 支持

电量续航时间 6-8h 空间建图 支持 尘推布尺寸 420x160mm 管理员与操作用户分开管理支持

机身人机交互屏尺寸 7英寸 点到点导航 支持 扫地 支持 设置修改密码 支持

人机交互屏触控方式 电容触控 自动规划路径 支持 吸尘 支持 可设置多个自动化任务 支持

运行噪音 <65dBA 视觉避障 支持 尘推 支持 可手动与自动控制切换 支持

应用场景 室内 机械避障 支持 杀菌消毒 支持 可导航不同地图 支持

适用环境 0~40°C 超声避障 支持 液罐容量 20L/23.8L 可不同位置校准机器 支持

相对湿度 0%~80% 多传感器饶障 支持 喷洒方式 雾化/喷液
（喷嘴大小可调） 可设置手动模式行进速度 支持

喷雾覆盖面积 0.8㎡ 机械行走虚拟操作杆 支持

超声波雾化量 0.03升/分钟 可单独控制清洁功能 支持

喷液量 0.1-0.2升/分钟 显示当前执行任务 支持

顶栏对应功能图标动态显示支持

紧急或错误智能报警 支持

系统信息显示 支持

中英文切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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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场景/
Scenes

 机场、高铁、地铁
 商超、酒店  政府办公大楼

 银行、写字楼

 图书馆、体育馆

 智造工厂

 医院、学校

 智能园区

适用于中小型室内公共场所地面清扫需求

适用于：大理石，花岗

岩，水磨石，水泥地，

环氧树脂，瓷砖，木地

板等硬质地面。

可结合产品自身优势，

实现快速部署，满足用

户现场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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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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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

稳定，安全，有效，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