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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杀毒时，应保持环境密闭

杀毒期间 禁止有人在场 ，以避免因紫外线直接照射到人的眼睛和皮肤上而受伤

如需紫外线下工作应加强个人防护、戴防护眼镜

在使用过程中，应保持紫外线灯表面的清洁（开启前可用酒精纱布擦拭）

应使照射表面受到紫外线的直接照射，每个区域接受照射时间应大于10分钟

紫外线可以杀灭各种微生物，包括细菌繁殖体、芽胞、分支杆菌、病毒、真菌、立克次体和支原体等

水和空气均可采用紫外线消毒



产品简介

• 紫外线室内移动式多点消毒

• 配置红外体温监测，白天体温检测，晚上消毒

• 语音播报提醒”紫外消杀，请勿靠近”

• 激光SLAM算法完成对全局环境地图的构建及

定位

• 紫外线消杀机器人适用商场、车站、办公场所、

生产场所等具有人流动大，人员密集场所移动

式区域性消毒。



系统界面

• 机器人单机系统(YOUICompass)是优艾智合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管理单机系统，以下简称

YOUICompass。YOUICompass 主要功能包含机器人配置，地图录制，编辑及管理，任务配置，调度，及执行

计划等功能。

• 多终端支持，YOUICompass是采用B/S的架构，支持用户在PC端，PAD端，Phone端通过浏览器访问系统，并

且针对浏览器和不同的终端进行适配工作。

• 接口支持，YOUICompass提供了基于HTTP协议的调用接口，支持第三方系统通过HTTP接口管理机器人和任务。

更加简便的操作界面



功能及组件

选配体温热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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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类别 项目 参数

本体材质 本体材质 冷轧钢+塑胶

尺寸 尺寸 580x500x1731mm

重量 净重量（含电池） 100kg

激光导航环境要求

环境的材质限制

无法正确扫描表面呈镜面反射的物体（如镜子、光滑的金属表面

等

无法正确扫描透明后半透明的物体（如玻璃、部分毛玻璃等）

无法正确扫描黑色的物体，黑色将吸收所有光线，使激光雷达的

有效距离降低甚至失效

环境的轮廓限制

避免非常空旷的环境

避免非常杂乱的环境

避免有较多区域极其相似的环境

避免极易变化的环境

地形限制 避免坑洼和频繁的高低起伏的地面

地面条件

垂直越障能力 ±10mm

跨越沟壑能力 20mm

爬坡能力 5°

导航

导航系统
提供大范围激光雷达建图、激光雷达定位、激光雷达导航功能，

包含避障及恢复控制。

环境地图绘制方式 采用SLAM扫描（同时进行定位和地图绘制）

导航方式 激光导航

运行速度 最大速度 1 m/s（理论最大速度）

最大旋转速度 180°/s

移动性能 停止精度 位置精度：±2.5cm、角度精度：±2°

电源

电池
工业级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高、金属外壳安全防护、抗震、意

外强力撞击破损无明火

容量 51.2V/14.4AH

运行时间 满负载运行2H，不开灯>6H

充电时间 约1H

电池循环寿命 循环寿命≤2000次，2000次后保有容量80%

充电方式 自动 / 手动

电力输出 48Vdc/12Vdc/220Vac

保护系统 电源保护，温度保护



技术参数

类别 项目 参数

设备

无线接收机 安全加密、低延时、具备图传高带宽

工控机 工业级控制计算系统

导陀螺仪 复杂路面辅助惯导

摄像头 选配体温热像仪

消杀效率 紫外线杀菌效率及距离

1.石英紫外线灯数量：6个；

2.紫外线照射方向：360°全向；

3.紫外灯总计功率：180W；

4.单点消毒时间：10分钟；

安全功能

安全激光雷达

机身前部

检测距离：40m

检测角度：270°

急停按钮 1个位于机器人立柱底部

碰撞条 环绕机器人360°

状态指示灯 3色位于机器人外壳

操作面板及接口
启动按钮 1个位于机器人立柱底部

无线网络 5G/2.4G 802.11a/b/g/n  AP/bridge/client

系统

控制方式 无人值守

消杀方式 紫外线无菌消杀

远程交互 远程遥控

智能系统 单机调度系统

机器人调度管理系统 机器人系统调度，远程遥控，调度计划



配件参数

远程控制

型号 F710

重量 200g

电池型号 The 5th battery

手动自动二合一充电桩

输入范围 电压：95-265V /频率：45 Hz~65 Hz

输出范围 绝对值为40-58.6VDC可调,默认57.4V，

触点 2

安全标准 符合EN60950的要求

额定输出功率 1200W

工作温度 -15°C-+50°C

工作湿度 10%-90%RH（无凝露）

包装尺寸 600*480*315mm

重量 20kg

冷却方式 强迫风冷（全自动充电机内部有直流风扇，风通量为10 CFM）。

人体测温双光热像仪*（测温款机器人选配模块）

温度异常功能 全屏测温，专家模式：10个点，10个框，1条线总计21个测温规则

人体测温 支持AI人脸检测，多目标同时检测体温

测温范围及距离 范围：30-45℃/0.5-3m

测温报警
内置喇叭，人体体温过高触发报警“体温异常请复核体温”

联动白光闪烁

测温精度 ±0.5℃

双光融合 支持热成像通道融合可见光图像信息，提升热成像通道图像细节

画中画 支持可见光通道图像中叠加热成像信息(仅支持测温规则，测温值)

可见光 分辨率2688x1520

热成像 分辨率 160x120

视场角 25°x18.7°



软件能力

Pilot

机器人定位导航系统

YOUI

单机自主移动能力 多任务管理

SLAM自主定位导航系统 硬件控制

Fleet

机器人管理与调度系统

YOUI

业务系统（需要客户集成）

用户交互 系统集成 设施集成 环境感知

路径规划算法 底层驱动管理



使用流程及场景

商场场景 机场等公共场景

医院场景办公室场景

等待下一次消杀时间到达

返回充电点自动充电\待机
循环消杀

直到所有区域被消杀完成

消杀完成
导航到下一个区域

自动导航到消杀区域
按照设定好的时间开始消杀

到达设定时间，开始消杀

提前设定消杀时间和消杀区域，
设定消毒时间

以上场景应用需要满足激光导航条件限制



Tip: 点击logo进入对应源网站

YOUIBOT ARIS-K2 媒体报导

Catalogue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20/03/18/how-robots-and-drones-are-helping-to-fight-coronavir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20/mar/25/10-coronavirus-covid-busting-designs
https://www.cnbc.com/2020/03/02/the-rush-to-deploy-robots-in-china-amid-the-coronavirus-outbreak.html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1914722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7/business/china-coronavirus-masks-tests.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02/demand-for-health-gadgets-surges-in-lockdown-likely-to-last
https://www.thenational.ae/business/economy/demand-for-health-gadgets-is-set-to-continue-even-after-lockdown-ends-1.1000885
https://siliconcanals.com/news/top-tech-fighting-corona-3d-valves-smart-helmets-sanitizing-robots/
http://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004/01/WS5e83f2cfa31012821728387f.html


应用案例

中国

海外

湖北/医院 安徽/机场

西安/写字楼 北京/疗养院

保加利亚 马来西亚 捷克



CE ROHS

CE RED

CE MD

标准及认证



标准及认证

• 紫外线消毒机器人使用短波的UVC紫外线进行消毒杀菌，几分钟内就破坏病菌的DNA、

RNA使其死亡，可以有效达到消杀效果。经过测试，以高水平消毒模式，可以对环境物表

（光滑表面，粗糙多孔表面）的芽孢以及各种多重耐药菌完全达到高水平消毒要求的

99.99%杀灭效果。

消杀效果

MA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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