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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bot 推出基于 iRobot Genius™ 家庭智能平台的个性化清洁体验 

 
卓越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让用户更好地掌控机器人清洁的时间、区域和清洁方式 

 
 
2020 年 8 月 25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 全球知名家用机器人企业 iRobot 公司
（NASDAQ: IRBT）发布了 iRobot  Genius™ 家庭智能平台，让人类的清洁方式迈入全新的阶段。
iRobot Genius™ 家庭智能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全新机器人平台，可为 iRobot 旗下具备 Wi-Fi 连接
功能的 Roomba® 扫地机器人和 Braava jet® 拖地机器人产品不断增添丰富多彩的数字功能和产品
体验 。每个用户的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有着各不相同的预约清洁习惯、清洁偏好和智能家居
集成，iRobot Genius™ 会综合考虑这些独特性，为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个性化服务，让他们轻松
掌控清洁机器人。 
 
“随着我们的战略重心不断向软件和数字体验转变，iRobot 会不断
开发能让人们从家庭日常清洁事务中脱身出来的智能化技术，来
强化自身的差异化优势”， iRobot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olin 
Angle 表示。 
 
iRobot Genius™的交互界面体现在全新设计的 iRobot Home 手机
应用程序当中，它的功能远超普通的 app 控制，更像一个富有个
性化且非常易用的家庭清洁控制中心。该手机应用程序适用于所
有配备 Wi-Fi 连接功能的 iRobot 产品，可根据用户习惯和个人偏
好提供清洁服务，实现更智能、更高效的用户体验。此外，用户
还可通过该程序深入了解机器人的清洁表现。 
 
“iRobot Genius™充分释放了 iRobot 旗下智能互联产品的潜力，
不仅让产品即刻拥有更多功能，还可通过隔空（OTA）升级让扫
地机器人变得越来越聪明” ，Colin 说道，“机器人智能必须打破仅
有自主性智能的局限。当用户可以更好地掌控机器人的清洁时
间、清洁区域和清洁方式，机器人便可以成为真正的清洁伴侣，
完美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中。” 
 
 
 
清洁哪里 由你来定 

 
• 指定区域清洁功能可以让机器人即刻精准清洁被弄脏的区域。凭借先进的机器人人工智能，

Roomba i7 和 s9 系列扫地机器人及 Braava jet m6 拖地机器人可通过机器学习自动识别如沙
发、餐桌、橱柜等特定物品，并主动建议将物品周围区域设置为精准清洁区域。用户还可在
Smart Map 智能地图上自行标注需要精准清洁的区域，对智能地图进行个性化定制。这一功
能可以让机器人在某些容易被弄脏的区域或是物品周围进行针对性的清洁。只要使用手机应
用程序点击需要清洁的指定区域或物体名称，机器人便会前往相应区域或物体周围进行有针
对性的清洁。 

  
由 iRobot Genius™ 家庭智能平
台支持呈现的新版 iRobot Home

手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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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清洁 由你来定 
 
有了 iRobot Genius™，Roomba 扫地机器人和 Braava jet 拖地机器人会更懂您的日常清洁习惯，
从而提供更多新的功能，例如： 

• 预约建议是根据用户常见的清洁习惯给出的预约建
议，比如每周一早晨进行清洁。Roomba i7 和 s9 系
列扫地机器人及 Braava jet m6 拖地机器人的用户还
会收到具体至房间的预约设置建议，例如每周五晚
上清洁客厅或在饭后清洁餐厅和厨房。 

• 收藏功能能够让用户快速创建并使用提前设置好的
清洁工作。比如，设置 “饭后清洁”，让机器人清洁餐
厅和厨房橱柜前的地面；“就寝时间清洁”让机器人清
洁游戏室和客厅地面；“全屋清洁”则可让机器人打扫
整个家。 

• *自动化任务执行可以让机器人根据用户设置的指令，在恰当的时间开始和停止清洁工作。不
论您是去上班还是去远足，iRobot Home 手机应用程序均可通过 Life360 等基于定位的软件服
务，或接收 August 的 Wi-Fi SmartLock 等智能家居设备的指令，在了解您已离家后再开始清
洁。同样的，机器人会在您回家时会停止清洁工作。用户可以直接在 iRobot Home 手机应用
程序中直接进行自动化任务执行的设置。这一 iRobot 用户专享的功能由 iRobot Genius™家庭
智能和 IFTTT Connect 支持实现。这意味着用户无需切换手机应用程序，在 iRobot Home 
APP 里，通过简单的操作便可将配备 Wi-Fi 连接功能的 iRobot 产品与智能恒温控制器、智能
门锁等智能家居设备和服务互联。 

* 自动化任务执行功能在中国大陆地区暂不可用。 

 
如何清洁 由你来定 
 
随着不断地使用，配备 Wi-Fi 连接功能的 Roomba 扫地机器人和 Braava jet 拖地机器人能够逐渐
了解您的清洁偏好，了解您想要的清洁方式，因此变得更加智能。新的 iRobot Genius™ 家庭智
能也意味着 iRobot 产品在提供基本的预约清洁服务外，还能将位置信息和智能家庭设备的运营进
行集成。 

• 全新的清洁禁区建议功能无需手动设置。Roomba 
i7 和 s9 扫地机器人及 Braava jet m6 拖地机器人现
在可以自动学习避开障碍物较多区域，并向用户推
荐清洁禁区设置。 

• 季节性提醒功能会给您个性化的清洁建议，帮助您
在需要更高清洁频次的宠物掉毛季自动进行清洁预
约或者清洁频率设置。 

 

预约建议 

季节性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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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bot Genius™家庭智能支持实现的个性化清洁体验将自美东时间 2020 年 8 月 25 日起，通过
新版 iRobot Home 手机应用程序向所有用户发布。如需获取更多图片，视频和信息，请访问：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SYSRQsOhUA565pwDx1plwQ（提取码: dbff） 
 
 
关于 iRobot 
 
iRobot 公司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专家创立，设计并制造了许多机器人，力求帮助人们在
家里和家外完成更多的事务。2002 年, iRobot 推出了 Roomba®扫地机器人，开创了全新的家用清
洁机器人品类。今日，iRobot 已发展成为一家跨国企业，3000 多万台机器人已销往全球各地。
iRobot 的产品包括 Roomba®扫地机器人和 Braava®擦地机器人系列，并在清洁、地图绘制以及智
能导航领域拥有专利技术与先进理念。为了实现智慧家庭的美好愿景，iRobot 的工程师们正在不
断努力创建由机器人技术构成的生态系统。 
 
敬告投资者 
 
本新闻稿中部分非历史事实的陈述是根据 1995 年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的安全港条款所
作出的前瞻性陈述。本新闻稿内容明示或暗示了 iRobot 公司对其期望中管理计划、目标和策略的
前瞻性陈述，包括预期的产品发布时间，新功能上线时间以及新功能的具体内容。此类陈述并非
承诺或保证，且涉及众多风险、不确定性和在某些情况下超出我们控制并可能对此类前瞻性陈述
的实际成果产生实质影响的其他因素。当前和潜在投资者请勿过度依赖此类前瞻性陈述，此类陈
述仅在本新闻稿发布当日有效。iRobot 公司没有义务因新信息、未来事件或其他原因而对本新闻
稿中的任何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或修改。与此相关的额外披露及其他 iRobot 所面临的风险，请参
考我们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所提交公开文件中的披露，包括但不限于，我们最新提
交的 10-K 年度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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