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light物流机器人 助力“战疫”方案 



产品简介 

hachi delight 智能物流机器人 

随时随递，智享生活 

针对最后500米末端物流配送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应用

场景覆盖室内和室外，提供快递、外卖、社区周边超市

商品等配送到户的服务。广泛应用于社区，酒店，园区，

医院等场景。 



疫情当下，助力三大防控战场 

隔离酒店 封闭社区 生活周边商超 

当
前
困
难 

应
对
能
力 

1. 服务人员紧缺，物资配送任务重 

2. 服务人员频繁接触，感染风险大 

全程自主导航配送，全程无接触式工作，
自主呼叫房客取件，最大限度降低交叉
感染； 

多柜体储存，一对多高效配送，大大节
约人力。 

1. 快递外卖无法进入社区，人员聚集，
提升感染风险 

2. 住户下楼取件，与外界人员频繁接触 

从社区栈点配送到家，无需快递员等待，
无需下楼取件； 

能爬坡，跨越减速带，自动呼叫门禁，
自动乘电梯 

1. 封闭环境下人员密集购物风险增大 

2. 配送人员不足，无法及时送货 

售货员下单，机器人配送，在家收货，
全程人与人零接触； 

 



一、酒店机器人配送服务 

01. 通知前台：客人
拨打电话，要求提供
客房用品 

02. 输入信息：服务
人员输入房间号，密
码后打开柜门 

03. 放入物品，关闭
柜门，完成下单 

04. 机器人配送：根
据房间信息，自主执
行配送任务 

05. 通知取货：达到
房间门口，自动拨打
客人电话，通知取货 

06. 收货评价：输入
密码或刷脸，打开柜
门，收货评价 

酒店客人 

Delight机器人 

酒店前台 
酒店配送流程 

运营优势： 

 

1. 配送时间更长：12/24小时值守 

2. 分担酒店配送任务，节省人力 

配送物品： 

 

药品，小吃，餐食，咖啡，酒水，
日常用品（如毛巾，牙刷）等，配
备不同大小货柜，可配送各种生活
用品 

配送时效： 

 

1. 配送往返周期：20分钟左右 

2. 一次配送多单服务 

3. 单台一天可完成近百次配送 



一、酒店配送：灵活定制，兼容性强 

 Delight具有卓越的导航能力，能顺利融入酒店环境，可以绕过障碍物，安全通过人群。在乘坐电梯时，Delgiht会直接进入电梯，

到站后并不掉头就近退出电梯，尽量节省电梯里的空 间不打扰到客人，提供以人为本的配送服务； 

 Delight同电梯的适配和安全程度高，能呼叫和乘坐不同品牌和类型的电梯，例如日立，通用和奥的斯等主流品牌的电梯； 

 Delight成熟领先的室外到室内配送技术，机器人服务平台同酒店系统对接，能满足多机，多场景下的配送分配任务，适应不同类

型酒店(高端酒店，连锁酒店和汽车旅馆等)配送需求; 目前在国内多个园区和社区已经开始在运营 ； 

 定制模块化存储柜设计：依赖苏州工厂五金件产业链的丰富资源和灵活的定制化生产能力，可根据酒店使用情况定制设计存储柜，

也可按要求集成酒柜和食品加热器;  

 Delight的计算平台基于美国Nvidia最强的GPU和德国工业级传感器，同时，苏州和深圳工厂强大的机器人供应链资源和灵活的

生产条件确保了Delight更高的ROI，即Delight有非常优惠的价格。  

无需任何改造和对接酒店系统，就可完成酒店同层配送； 

梯控适配和自动门安装完成，可实现酒店全楼层场景配送。 



业主家门 社区大门 传统快递柜 

楼宇门禁 

快递员骑车进社区 

用户下楼取件 

快递员投递到货栈中心 

低速自动行驶，自主避障，门禁联动 

货栈中心 

自动乘梯，送货到户 

二、快递/外卖社区配送服务 

物业管理—安全 

1. 快递员等陌生人员管理问题 
2. 快递车进入社区的安全隐患 
3. 业主快递存取问题 

业主服务—便利 

1. 预约上门送件，便利安全 
2. 避免快递柜存放，忘记取件 
3. 私密性更强 

物流公司—高效 

1. 避免快递柜存放满柜，无法投递 
2. 解决送件时间与用户时间不匹配 
3.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一站式智能 
物流服务 

传统快递柜 
疫情期间，无需进小区， 

零接触送货到家！ 



社区实际配送流程 

1. 工作人员下单配
送任务 

2. 输入验证码放
入快递 

3. Delight自主导
航送货 

4. Delight联动呼
叫电梯，控制楼
层 

5. Delight自主电
话通知业主取货 

6. 业主输入验证
码，取货评价 

社区改造要求：  

1. 社区门口货栈改造，用于停放机器人和充电；  2. 楼宇自动门改造，用于联动开门；  3. 梯控改造，4G通讯实现梯控，

实现自主上楼。 



已落地社区场景 

重庆蔷薇国际，太原紫藤公馆，周口九里香堤，荆门紫薇雅著，青岛蔷薇国际…… 不断增加中。 



社区商超    无接触配送    安全便民 

商超室内外配送路径 运营优势 

12/24小时值守 
全天候配送 

机器替人配送，无接触 
便民服务，安全无忧 

2.0 无接触配送 

1.0 全天候配送 

人 

机 

提示：机器人室外服务暂不支持雨雪天气 

商超门口 
实现越槛进出 

搓板路 
能顺利通过 

行车道车辆多 
深度学习解决方案 

长斜坡 
全驱底盘顺利上下 

消防门自动控制改造 
实现自动开关门 

梯控改造 
4G通讯实现梯控 

停车杆自动控制 
自动识别 

2段实施 

直接部署，即刻使用 
无需改造和系统对接 

系统对接，一键操作 
 梯控、自动门改造 

1.0 

2.0 

配送到楼 

配送到家 

三、商超室内外配送服务 



商超室内外配送流程 

 顾客线下购物 

 门店自提 

 电话/微信订购 

 店员拣货/打包 
 门店配送 

 顾客自行拎回 

 疫情期间，门店配送人力紧缺  疫情期间，到店选购风险大 

 顾客线上APP/

小程序下单 

 店员拣货/打包 

 输入配送地址，下单配送 

 商品装入货柜 

 大量购买，顾客自行拎回不便 

 自动送货到家 

 电话通知顾客收货 Delight智能机器人 

配送运营 

1. 配送时间更长：12/24小时 

2. Delight负责配送，店员专注店内工作 

3. 无需配送人员，节省人力 

4. 无需配送人员进入小区 

5. 用户可以随时查询配送状态 

运营 

优势 

系统 

对接 

1. 现场配送：无需任何软件对接 

2. 线上订单远程配送：推送订单及调度系统需对接商

超小程序/APP 

3. 送货到家：无任何改造，可配送到楼宇楼下，如完

成梯控和自动门改造，可送货到家 



四、疫情期间的全面防护 

 hachi delight 物流机器人配送全环节采取防疫消毒措施，保证值勤点环境、 车身、货厢等做到全面消毒； 

 每次任务前后均对车身及货厢进行消毒，用氯水和酒精，对可触摸区域进行喷洒和擦拭。物品直接投放

到货厢，不与用户面对面接触，“无接触配送”，避免传染风险； 

 为所有工作人员配备口罩、酒精等防疫物品，工作人员每日上岗前均需测量体温并跟踪身体情况，要求

所有人员佩戴口罩，如有异常立即停止工作； 

 机器人配送主要接触点是触控屏输入取件码(建议通过刷脸取件方式规避接触屏幕)和从货厢取件(货厢舱

门会自动弹开)； 

 温馨提示：拿商品主要接触的是包装袋，如果觉得不安全，可使用 一次性手套拿取，用完丢弃，要及时

去除外部包装并洗手。  



五、Delight机器人技术方案 

快递员将快递投递进机器人货仓并

录入收件人信息 

01.投递 

收件人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

预约送货上门时间 

02.预约 

通过机器人集群调度系统，

机器人规划任务时间和路

径，执行配送任务 

03.配送 

收件人收到取件通知后收货 

04.收货 
收件人对物流服务作出反馈评价 

05.评价 

hachi delight 智能物流机器人 

hachi 货栈中心 

hachi 智慧社区APP 

社区末端物流一站式解决方案 

闭环服务流程 



用户使用流程 

1 快递员或售货员投入包裹 

2 用户手机预约送件订单 

3 Dlight物流机器人配送到家 

4 用户人脸识别验证身份 

5 Dlight开门，提示取出包裹 

6 用户确认收货，手机端评价 



Delight核心技术功能 

工业级计智能物流机器人（室内外自主配送）： 
自主技术，适应社区内复杂环境和全地形的自主配
送；机群调度系统进一步保障配送效率。 

三道门：基于哈奇智能10年社区运营经验，工程改
造能力和AIoT系统已经连通社区三道门，智能配送
已经成为智慧社区关键一环。 

社区配送平台：完整的物流配送订单系统和
调度系统，已经对接社区内快递配送，社区
周边不同类型的商业配送服务 物流机器人的价值，在于如何帮助物流行业降本增效。

Delight通过云端作业规划、智能存储分柜、社区IoT

设备融合和多机协同，完成从一次一单配送到一次多

单配送的转变，真正做到了为B端降本增效，实现了

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配送服务。 



 机器人集群调度系统 

庞大的机器人集群，如果没有强大的调度系统，不仅不能发

挥机器人的优势，还会影响效率。基于时间和空间双维度专

利计算技术，满足多机，多场景下的运力分配，规划每个机

器人的最优路径。同时，多柜体设计的集约化资源配置，使

机器人可以单次完成多单配送，最大程度优化机器人集群的

使用效率。 

货栈中心 

订单1 

订单2 

订单3 

Delight核心技术功能 



 场景应用同社区深度定制 

1. 基于业主大数据体系，实现

“刷脸取件”，同时保留了

传统的扫码和取件码等取件

方式 

2. 运用IoT技术，连接社区门

禁、楼宇门禁和电梯，让机

器人在智慧社区“自由穿梭” 

3. 完整的物流配送订单系统和调度

系统，对接社区周边商业配送服

务到家。 

快递到家 

社区出行 

社区商业 

社区资讯 

物业服务 

Delight核心技术功能 



 室内/外自主行走  

多源融合（多传感器），实时/致密（高精度）

感知行驶途中的复杂环境和状态估算，室内和室

外自主定位和关键场景决策技术，实现智慧社区

内全路段自主行走。 

深度学习摄像头 

人脸识别摄像头 

高精度激光雷达 环状状态呼吸灯 

六轮全驱独立转向底盘 

密闭多柜×6 

 

 

超声波传感器 

Delight核心技术功能 



Delight功能特点 

  

智能路径规划 精准导航 10°爬坡能力  关键场景决策 智能交通信号灯识别 

无轨导航 自动回充 后台实时监控 故障自动上报 多尺寸柜体 

人脸识别 单次多任务 精准大数据分析 自主乘梯 楼宇内外通勤 



Delight延伸应用场景 

科技园区 大型社区 高校园区 

星级酒店 总部大楼 医院 

Delight物流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类大中型园区，解决物流运输问题，外来物流人员管理问题，通过AI技术

及数字化解决方案，让园区生活更安全，更便捷，让物业管理更高效。 



Delight应用案例—重庆蔷薇国际 

 2019年8月8日，hachi delight智能物流机器人首次

亮相并落地于永川蔷薇国际全场景智能社区。 

 未来hachi delight将会在广州常春藤等多个高端智能

社区落地运营。 

hachi delight @ 蔷薇国际运营视频 👉  



Delight硬件参数 

产品尺寸（mm） 660*500*1140 

产品重量 80kg 

移动速度 1m/s 

载重 50kg 

爬坡能力  10°  

越障能力  5cm  

充电时间  4h  

充电方式  低电量自动回充  

续航时间  8h  

待机时长  24h  



六、全方位售前售后服务 

30分钟响应 

自诊上报 

远程监控 

多线客服 

1-2小时到场（北京） 

1-2天到场（外地） 

双井服务中心 

北京贴身服务 

VIP专属团队 

12小时处理 

软件在线 

服务在线 



六、全方位售前售后服务 

服务
范围 

我们拥有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专业服务人员，按需提供全天候服务、全国服务，备件网络拥有全国服务能力。  

服务能力 

远程 

服务 

现场
服务 

返厂
维修 

保内
免费 

非保
收费
服务 

提供在线技术支持、远程技术支持服务。  

工程师可以到达客户现场提供安装指导、
使用指导、运行调 试、维护维修、故
障清除、技术升级等服务现场服务。 

将故障机器人以“门到门”的方式发送
到指定维修中心 进行维修。  

对部分在保修期内发生故障的设备/配
件，我们将为您免费维修/更换故障的
配件。  

根据售后服务诊断建议，客户自行选择
服务形式，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收费标准
和服务协议。  

服务内容 

售后
服务 

业务
支持 

技术
支持 

安装、调试、验收、维修、保养、
巡检、配件销售......  

个性定制、地图更新、培训、示
教、运营支持、敏感期值守... 

二次开发、软件升级、调试、故
障分析、故障维修... 

三层服务保障 

第一层次:全国各地区服务中心  

第二层次:总公司客户服务部  

第三层次:产品完善与升级  

“立即启程”服务 

根据客户需求，客户所在城市如果有我们
的服务中心，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将 立即出
发赶赴现场;  

根据客户需求，如果客户所在城市没有我
们的服务中心，我们的技术工程师 将在有
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条件下，选择实
际可能的最快方式到达现场。  



六、全方位售前售后服务 

北京总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 1511室  

广州中心：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永和大道蓝藤花园  

重庆站点：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86号蔷薇国际  

天津流动站：天津市宝坻区祥瑞大街海棠雅著  

持续增加中......  

服务网点 

    

响应时间 

电话及现场服务响应：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配备专门队伍从事

此项工作， 并提供全天候的热线技术支持服务，对用户所反映的

任何问题均在7x24小时全天候及时响应。保证缺陷设备的更换或

维修在48小时内响应。  

常规技术支持响应：提供 7×24小时远程电话、网络服务的支持

和值班电话。敏感时期、重大节假日提供技术人员值守服务。  

特殊故障响应：提供7×24小时的故障服务受理。对重大故障提

供7×24小时的现场支援，一般故障提供5×8小时的现场支援。  



助力“战疫”，Delight在行动！ 

非接触式配送   隔绝人际接触   安全到家 

室内外无人配送 | 自主导航 | 自主避障 

独立货柜 | 门禁电梯联动 | 爬坡越槛  

自动回充 | 24小时值守 | 刷脸取件 

适用场景：封闭社区，隔离酒店，医院，大型园区，连锁商超等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