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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吾观察



中国2013 年到2021 年将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
老年人口随后迅猛增加，年均增长1260 万人，
老龄化水平在2024 年达到20.3%
在10年以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将增加一倍。

中国加速老龄化

老龄化加快，劳动力人口供给不断减少，
最近5年间劳动力减少了近2000万人。
预计2023年将下降至70%，
到2050年被认为将减少至7亿人左右。

劳动力出现紧缺

劳动力变化趋势

劳动人口锐减导致人力成本上升。
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逐年增长，增速加快；
2017年中国城镇单位平均工资7.43万元/年，
是泰国和越南的2.14/3.51倍。

工资刚性上升，人力成本高企

宏观环境变化



酒店行业规模快速增长，竞争加剧
但行业总收入无法增长，单房营收年均下滑1.2%
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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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收入情况多以RevPAR（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表示，2014年后，我国酒店行业的收入进入无增

长状态。

人工成本提升，而总经营收入下滑，双重作用下，人工成本占

比也从2006年时的21%跃升至2015年的31%， 2017年到达

33%，给酒店造成巨大营收压力



◼ 节假日和工作日访问人流区分明显，为了确保
服务品质应付忙时，往往多招员工进行接待,导致在
闲时产生人力资源闲置

◼ 为削减成本降低用工人数,却连带降低了服务质
量,进而影响了酒店口碑,导致营收下降

◼ 单纯以送货为目的雇佣员工，很难提高员工的
生产率

酒店面临老问题

存贷利差
变小

忙闲差异
突出

服务质量
和人挂钩

单一工作

效率不高



监管提出新要求

政策对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多的酒店装了梯控设施控制非酒店客
户随意上楼。

而现今人们对外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因为梯控的限制，外卖员不能
上楼，酒店住客又普遍不愿意下楼拿取外卖，要求配送到房间，因此
和酒店前台产生较多矛盾，影响了客户对酒店的服务印象。

如酒店为了保持服务，由前台配送，则产生大量人力成本，在人房比
少的连锁快捷酒店，问题更是突出

环保要求

安保要求

按照国家环保条例规定，旅游住宿业将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
浴擦等六小件的供应.
而客人带酒店六小件的概率较低，往往主动向酒店提出索要，酒
店需要人员进行配送六小件，部分酒店甚至雇佣2名专职人员进行
配送,因此大大加大了酒店的用工压力，增加了酒店的用工成本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导致了宏观层面的需求和生产骤降，我国的投资，消费，

出口在短期内均受到明显冲击。在当前经济承压下行的大

背景下，随着疫情的爆发，消费需求和投资活动均进一步

放缓，对酒店的运营造成了巨大影响。

在疫情中，我们观察到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前沿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向酒店渗透和扩展，机器人无接触

配送等应用快速普及，这些都将成为疫情过后重要的经济

增长点。

疫情造成新冲击



酒店需要创新化手段
提供个性化服务
满足用户需求
最终提高收入

存贷利差
变小

提升品牌
差异性

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

提高运营
效率

用人成本和服务质量的平衡
酒店面临的新挑战

酒店需要
节省成本

用户需要

满足服务

监管需要

流程规范



我们可以为酒店做什么



用机器人替代人工,打造智慧酒店4.0

酒店
1.0

酒店
2.0

单纯满足用户的住

宿需求。

集团化，系统化，

规模化

酒店
3.0

互联网升级实现初

步的“智慧酒店”，给

用户带来创新体验

进阶的“智慧酒店”

智能化设备，提升用户体验

的同时，实现降本增效

酒店
4.0



公司围绕酒店场景,一款产品解决四大痛点

I 自动配送

• 六小件配送

• 外卖配送

• 快递配送

II 无人零售

• 和智能货柜组成无人

零售系统

• 房间下单,机器人配送

III 移动消杀

• 移动消毒杀菌

• 减少疫情感染

IV 安防巡更

• 无人安防巡更

• AI监控识别

• 异常情况监测

成本更低廉

服务更稳定

工作更连续



切实帮助酒店降本增收

增加房外收入

降低房内开支
• 替代清洁阿姨所有送货工作（包括洗漱六小件，水，外卖等），

让其专注于房间清洁免受打扰，提升效率，降低用工人房比
• 替代阿姨的消毒清洁工作(2小时一次,每天七次)
• 替代保安的安保巡更工作，自动辨别异常情况并生成巡更记录

表，使得酒店能够削减一名巡逻保安
• 可压缩1位阿姨及1名保安，降低人力成本 9000元/ 月

安防配送机器人为例

• 我们构建的“微信电商+智能货柜+送物机器人”的酒店无人
零售系统，可通过销售酒店自有产品（餐食、手信等）和
诸如零食、饮料，袜子内衣物等便利商品，在不增加成本
的基础上，额外提升房外收入并增加酒店营收。

• 可增加1500元/月利润

创新服务体验



产品功能简介



白日 深夜

专注物品配送
将服务员从简单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

✓ 六小件配送
✓ 酒店自有商品配送
✓ 外卖/快递配送
✓ 智能售货机自动配送

专注安全巡逻
安保政策合规前提下压缩保安人数

✓ 自动巡更并生成巡更记录表
✓ 识别非酒店住户
✓ 消防门打开等异常通知
✓ 远程控制，语音及动作震慑宵小

定时消杀模式
移动喷洒,杀灭细菌

空闲状态

一机多能
业务全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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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配送
无人零售

01



机器人配备多个视觉传感器和雷达，通

过地图及动态路径规划，面对复杂酒店环境，

可精准避障，实现自动送货功能，包括：

• 客户订购的外卖送入房间

• 客户订购的售货机商品送入房间

• 客房配套产品送入房间（如洗漱六小件）

自动送物

把酒店工作人员从配送货品

这一简单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



通过物联网互联，机器

人可自动呼叫电梯并独立上

下电梯，无需人工干预。

单个机器人即可覆盖整

个酒店全楼层区域。

独立上下电梯



机器人在到达客户房间后，通过物联网互联，

以多种形式通知客户产品到达,包括：

• 微信商城语音电话

• 房间座机电话

• 客户手机电话

智能联系房内客人

用户凭通知给予的取货

码在屏幕输入后才能打开舱

门，避免错取风险



可配套智能货柜
打破酒店收入天花板，发掘无人新零售商机

扫码购物+机器人送货服务
有效拉升酒店非房收入

酒店其主要的经营收入来源于客房销售收入，而客房销售收入存
在天花板，想再提高营收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通过物联网构建一套由“微信小程序电商平台+智能货柜+送
物机器人”的酒店无人零售系统，可额外提升房外收入并增加酒
店营收。

消费者仅需手机扫描二维码，在线上商城选购物品并进行线上支
付，物品包括酒店自有产品（餐食、手信等）和诸如零食、饮料，
袜子内衣物等便利商品，智能货柜便会自动调拨机器人来取货。
机器人收到货品后，便会开启配送流程，直接配送到客户房门口，
全程无需人工辅助。

同时智能货柜亦支持柜前自提功能，可以满足用户多种需要



全程自动化,无人工参与

扫码购物+机器人取货+机器人送货服务
全程零接触,有效拉升酒店非房收入



有效增加
房外收入

机器人配送较传统售货机增加1倍营业额

某如家商旅酒店运营数据

某如家商旅酒店102间房,之前售货机月均销售额在
2000元左右,增加机器人配送后,其11月销售额为6545
元,单间产出达到65元/间.  
星级酒店普遍拥有200间房以上,营业收入将达到
13000元以上/月

在购买时间上，晚上20点-凌晨1点是购买高峰期，占
总订单数的50%, 核心购买单品包括计生用品,啤酒,泡
面等高利润率产品

时间段 机器人购 现场购物 总计 购物比例

0 11 22 33 5%

1 9 18 27 4%

2 5 15 20 3%

3 3 3 0%

4 3 7 10 2%

6 11 11 2%

7 2 5 7 1%

8 2 8 10 2%

9 16 13 29 4%

10 17 11 28 4%

11 16 6 22 3%

12 6 8 14 2%

13 17 10 27 4%

14 13 17 30 5%

15 11 8 19 3%

16 7 6 13 2%

17 16 8 24 4%

18 12 17 29 4%

19 18 11 29 4%

20 21 23 44 7%

21 23 35 58 9%

22 24 46 70 11%

23 49 44 93 14%

总计 298 352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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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消毒杀菌02



移动消杀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消毒”是重要的环节，
但真人消毒存在效率低下、人员人身安全难
以保障等难题，因此机器人具备很强的替代
性。

我们机器人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的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PLC）模块,采用复合型杀菌原理，
迅速夺取病原微生物细胞内的电子，引起细
胞膜的破裂,从而达到智能杀菌的作用,再加
上结合机器人的移动能力,实现全天候,全范
围,无缝隙的消毒覆盖,并有效降低了用工成
本,并确保了消杀人员的人身安全.



采用VD+空气消毒技术



相比紫外线消毒的传统办法
空气消毒液更适合移动使用,且效果显著



除菌效果快速,广谱,绿色



消杀流程全程可控制,可追溯

每台消杀机器人均通过物联网链接云端,可通

过后台管理程序实时监控消毒流程.

机器人可预约进行定时定点消杀, 在人群聚集

地点,如电梯里,机器人自动停止喷洒,避免消毒

液喷洒到用户身上造成困扰.

同时在消毒完毕后,机器人可自动生成完整的

消毒工作日志以供调阅,消毒过程一目了然. 最

近三个月的所有消毒流程可全程追溯,以便做

精细化管理.



真正具备消杀能力,而非单纯噱头

云迹机器人 Yogo机器人

市面的主要竞品将淘宝数十元的加湿器放置于顶

部,也称具备消杀功能.而在实际使用中,首先加湿

器喷雾极少,在机器人移动的情况下药水量更是忽

略不计,完全起不到杀菌作用.同时机器人和加湿器

中间无任何智能控制链接,哪怕是拥挤的电梯里,机

器人旁边站满客人,机器人依然会持续喷洒消毒水,

给客人造成困扰.

而公司产品采用医学级设备,可确保消毒液喷洒的

有效性,同时和机器人实现物联网控制,真正让其实

用化,而非单纯噱头



功能多样,有效避免设备闲置
相较专业设备,具备更好的性价比

市面也有专业消杀设备,消毒效果更佳,但一方面大

多为医院感染病房定制,具备医疗器械证,价格高昂,

其性能在普通环境下过剩,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其功能单一,只能进行消杀. 在疫情结束

后,随着对消杀需求的下降,无法进行功能切换,从

而导致设备闲置.

而公司产品杀毒效果比业余设备更专业, 比专业设

备更全能, 集合配送,安防,消杀,无人零售于一体,用

途多元化,可有效保护用户投资,避免资源浪费

市场价69万



PART

移动安防巡更03



安防降本：机器人巡更

我们了解酒店对安全的重视。因此，我们的机器人配备

了多项传感器，按指定路线进行定点巡逻。

定时巡更

生成报表

云端存储

机器人按1小时一次的频率，按酒店巡更路线进

行巡更。到达每个巡更点后机器人进行拍照留

存

机器人每次巡更后自动生成巡更记录表，包含

巡更点照片，异常情况记录等，供酒店直接调

用。

机器人巡更期间的照片，视频记录，异常情况

等，均上传到服务器端保存，以便酒店调阅。

这些信息将根据酒店安防策略保持数周至1个月

不等



识别为入住客户：致礼节性问候

识别为陌生人士：警示信息通知后台

巡更期间可识别人员是否为酒店入住客户

机器人内置图像处理模块，可在巡逻中对可识别范围内的人脸进行快速监测，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迅

捷判断出该人是酒店住客还是陌生人士。对于在梯控楼层（非酒店住客禁入）的陌生人士，机器人一经发现，

将主动发布信息通知保安，由保安通过移动摄像头确认有无安控风险



智能判断消防门关闭等情况

机器人内置人工智能芯片，通过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
习为基础的行为识别技术，机器人可动态识别酒店安
防巡逻的常见情况，发现问题则通知后台，包括：

• 消防门未关闭
• 深夜时段客人房间门全开或半开
• 房间门虚掩，门锁有警报提示



机器人处于自主巡逻模式时，通过嵌入
式通信模块向管理平台实时传输非高清
视频、音频、人脸抠图图片（以及其它
的探测感知报警等数据）

如发现存在异常侵入行为，如紧急消防
门侵入，窗户侵入等，予以报警并通知
后台保安。

异常侵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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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整合监控04



对于酒店各区域已经部署的高清摄像头,我们可
以将其整合,所有固定点的监控画面将和机器人
的移动安防巡更一起,统一纳入酒店的AI监控网
络.

在此模式下,系统将分析从机器人及摄像头摄录
的所有画面中的人脸信息,并和系统数据进行比
对,发现其中的未入住客户,并在系统中给予相关
警示信息,避免酒店安防风险.

为酒店搭建

基于视觉识别为基础的AI监控网络



机器人可提供长达10小时的连续工作续航，当机
器人处于亏电状态时可自动返航，自动充电。同
时机器人支持快速充电，半小时可以充80%电量，
2小时内全部充满。

在此情况下，经过实际工作模式测试，机器人可
以满足7*24小时无休工作，以最大效率满足用
户需求

无假期，无休息
支持7*24全天候工作



关于我们



景吾智能是一家利用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酒店产业，立足
酒店4.0方案建设，提供多形态多种类的机器人及其他自动化机
具，真正帮助酒店降本增效的方案解决商。

公司以多维感知，高精度，高效能机器人为业务核心，真正拥
有完备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总部位于上海，员工大部分在
上市公司研究机器人领域多年，开发了多款人工智能产品并广受
市场好评。

围绕中国规模性连锁快捷酒店，公司建立了以无人零售+无人配
送+安防管控为一体的酒店产品矩阵，针对性打造了适合酒店自
身环境的封闭性无人配送系统，并正在研发包括check in/out,自
动清扫，自动换洗等多类机具，帮助酒店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关于
我们

酒店4.0方案综合解决商
旗下多款机器人产品，帮助降本增效



公司科研团队以博士、硕士为主组成，涉及高新技术开发、产品研究、工程研究的科学与技术人员数十人，

其中有获得国家级、省市有突出贡献的高级技术专家，博士等，具有整体的人才优势。

核心团队由老、中、青工程师组成，同时聘请了在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作为顾问团队。

公司积极探索产学研科技合作模式，与斯坦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进行深度合作。

一流
团队

拥有多年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经验，具备持续创新能力



Oussama Khatib 教授

Oussama教授为本公司首席科学家，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尤其

是机器人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在领导世界机器人发展方向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在诸多国际重要学术组织任职，是IEEE 院士、国际机

器人研究基金会（IFRR）主席，斯坦福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通过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影响力，在七年时间内， Oussama

Khatib教授持续为公司带来斯坦福大学及IFRR在全球领先的基于人

机交互、水下机器人、人体运动分析、仿人机器人运动仿真与控制

方面的技术，并亲自参与公司多个机器人重大项目科研攻关工作。

帮助公司在人工智能科研领域迈向世界级水平

斯坦福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 主任

国际机器人研究基金会（IFRR）主席

IEEE  院士

首席
科学家



产品掌握核心科技，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考察

刘鹤副总理参观
和Oussama教授做细致沟通

前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考察我司产品

前国务院副总理
考察我司产品



多项
专利

公司部分专利一览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号或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一种机器人头部 201610608968.1 发明
一种机器人头部自动复位机构 201611129198.9 发明
一种机器人手臂动作位置检测机构 201710090192.3 发明
机器人肢体动作的设计方法 201710208703.7 发明
伺服系统位置反馈的故障检测方法 201710289695.3 发明
一种机器人的眼灯板表情编码方法 201710841249.9 发明
一种服务型机器人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201810014623.2 发明
一种线控手臂及机器人 201810180538.3 发明
一种机器人及其线控颈部关节 201810180563.1 发明
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地图生成方法及系统 201810366609.9 发明
一种充电桩自动识别方法及装置 201810367073.2 发明
微型直流减速电机的过载保护装置 201810757966.8 发明
一种机器人的人机交互方法及机器人 201810997559.4 发明
基于SLAM的机器人的定位方法及装置 201811151279.8 发明
一种机器人驱动底盘 201811183723.4 发明
目标对象的跟踪方法和装置 201811423422.4 发明

景吾一直致力推动技术的创新与升级，

集中优质资源，每年在研发上大量投入，

拥有多项产业核心技术并已取得相关专

利。截止目前，公司在人工智能及机器

人领域获得专利118项，其中68项为发

明，远超竞争对手。



惯性传感器IMU

一款基于MEMS的微型、高性

能、工业级的姿态参考系统。

它内嵌先进的数据融合引擎，

采用经过校准的高精度惯性测

量单元（IMU)

技术
优势

机器人产业三大核心零部件全部自研

机器人产业五大核心零部件，除减速器和执行器业界技术成熟以外，其余核心部件，包括伺服电

机，驱动器，控制器，传感器，均为公司自主研发，具备独立知识产权，并应用于产业相关应用。

低压伺服驱动器

具有微小型、宽电压范围、

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的特

点，适用于采用电池组供电

的移动机器人领域。可实现

实时多机通讯及控制。

高速高精度控制器

EtherCat的实时控制主站

◼ 1000HZ高速率，高可靠性

◼ 实时操作系统，超低延迟

◼ 机构模型、规划、补偿瞬

间完

EarthCat通讯网关

该设备可以轻松实现串行数

据，数字及模拟信号和

EtherCAT主站数据交互，实

现多从站实时同步控制。



算法是机器人大脑，公司在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领域掌握了大量核心控制算法，并基于配送机器人的功能

特点, 在导航避障,视觉识别等算法方面做重点创新突破,相较竞品拥有更广泛的功能适配性和使用效果

激光SLAM+视觉SLAM
融合定位算法

算法优势
基于应用场景的核心算法创新,性能更优

对于市面主流的激光SLAM融合
导航算法,公司拥有深厚积累.在
此基础上,公司积极利用机器人视
觉,将视觉语义与激光信息进行融
合,大幅提高机器人在动态环境中
定位的鲁棒性,使得定位更精准.

同时可根据用户环境针对性部署
激光和视觉不同的导航方案.

定位更精准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
安防检测算法

公司深度聚焦于计算机视觉在特
定场景下的深度应用.
针对酒店痛点,创新实现系列安防
检测算法,如检测是否入驻客户,
异常入侵,烟火报警,发放小卡片
行为识别,房门未关识别,打架聚
集识别等,并和酒店安防系统互为
联动,有效帮助酒店建立AI安防监
控系统

，

应用更落地

市面竞品基本为单台机器人的配
送和移动工作. 在面对高星酒店
数百间房间的情况下效率较低.

公司自研基于云端的机器人调度
系统,可根据订单需求自动调度多
台机器人进行合理工作，使其工
作效率达到最高,最大化优化用户
的服务响应速度

，

基于云端的路径优化
及实时调度算法

调度更高效



拥有一流
生产基地

◼ 位于风景优美的杭州湾
科技园，占地20万平方

◼ 海陆空交通便利

◼ 先进的科研制造设备

◼ 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



针对现有酒店业务需求

我们将持续研发并改善机器人产品
提升产品便利性及可靠性

使机器人真正具备更好的落地性

最终帮助酒店提升服务，降本增效



Thank You
为 您 创 造 优 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