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行业四大变化

需求变化 消费升主体变化，80后和90后成为消费主体；
消费升级，追求更好体验；
个性化需求越来越突出，科技需求明显提升；

产品变化 高端品牌下沉，经济品牌上浮，中端市场渐成红海；
酒店装潢，房间设备同质化竞争加剧；
智能化产品加速布局；

盈利变化 盈利能力下跌，降本增收成关键突破口；
OTA依赖度高，酒店行业互联网红利下降；
传统经营模式乏力，新的经营模式仍需探索；

管理变化 人员流失率高，招聘难度大，用工成本增加；
工作内容单一，价值感缺失，酒店行业难以吸引更多人才；
管理混乱，效率难以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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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嘉智能酒店4大优势

客房体验自动化 客户需求个性化

设备维护信息化 客房服务常态化

打破传统的客户体验，
提供以语音为主的多种控制方式

摆脱传统千遍一律的设备限制，
打造个性化的人居体验；

告别客户投诉和人工排查，
后台可视化信息管理所有设备；

提高服务水平和入住体验，
客房服务将成为所有酒店标配；



完善的酒店设备系统

情景/氛围灯光系统

亮度、色彩随心切换

智能暖通系统

空调、地暖、空净、新风联动

智能安防系统

烟雾、燃气、水浸传感

多路开关控制系统

独立分控，定时开关

电动窗帘系统

独立分控，定时开关

智能门锁系统

多种开门方式，更高安全防护

可视对讲系统

门铃/门禁/安防

睡眠健康系统

睡眠监测、卧室恒温

影院、背景音乐系统

享受智能氛围的视听乐趣



智慧酒店前台痛点解决方案
传统酒店现状 ( 痛点分析 )
n 前厅员工招聘难，且培训周期长，流动率大的现状

         酒店从业人员年均流失率超过60%，用工成本不断上涨

n 入住或者离店高峰期，前台工作效率不能满足需求，差错率高

        经常是人满为患，客人等候时间长，流程化工作，易疲劳，出错

n 夜班员工人难招

        现在从业的前台年轻人，特别女孩子不喜欢夜班
恩嘉为客人提供极致的住店体验 ( 痛点解决 )
n 前台差异化

         在不增加人力成本的情况下，前台走出一名员工引导客人和客人互动，为客人全

程提供温馨服务，打造一种全新前台

n 入住、退房压力大怎么办

        智能自助入住，客人真正实现快速入住和退房

n 客人住店担心泄露隐私，怎么办

        智能自助入住，住店操作可以更私密、安全

后期维护云端处理数据，更省心，更省钱。

增加客
户粘性

降低经
营成本



酒店入住 输入手机号

酒店整体入住流程，只需一步

下发验证码 关注小程序 输入验证码

      下发权限

（入住房间、天数）

入住成功激活语音AI一键式便捷操作自助办理离店

一键退房 一键续住

SaaS

人工处理（安全）

小程序 AI

    一键控制单品 语音控制



恩嘉智慧酒店SaaS

智慧酒店

用户CRM系
统

服务配置工具

运营工具

小度酒店版

电商服务企业
标准化服务体系 服务项目

出行
门票
新零售
……

接入

接入

推送

匹配

用户画像

属性
行为
爱好
个性化
关联性
生活习惯
……

PMS 小程序推送



恩嘉智慧酒店PMS

Begin

各渠道实时

预定

支付
房费
押金

填写发票
入住

移动端
续住
退房

      Eed

扫描证件

拿密码

发票到达邮箱

退房、权限失效线下

线上



4个核心问题解决

盈利能力提升强大的系统稳定性

成本降低&收益提升

无卡化能源管理系统
高效率入住办理

信息化设备管理平台

强大的IoT平台支持

10ms的响应速度
日均22PB的数据处理能力

多重认证的安全体系
平台级云服务支持

自动化入住体验

标准化&平台化

模块化方案
免布线系统

IoT平台支撑下的面开发方案
标准接口下多PMS快速接入

无卡化体系&多种智能控制

无人值守入住机+PMS+
小程序+智能门锁+智能取电器
语音+小程序+自动化控制体验

低成本改造方案



语音控制系统

照明系统

暖通系统

安防系统

睡眠系统

能源系统

系统介绍

娱乐系统

小程序控制系统



娱乐系统
Entertainment Package

万能遥控

“无论你需要安静的电影模式，还是热闹的
聚会模式，背景音乐、电视随时准备，”

背景音乐 吸顶喇叭



安防系统
Security Package

烟雾探测器门窗传感器人体运动传感器

“它们比你更在意你的安全
实时监控，安全布防”



暖通系统
Environmental Package

PM2.5检测器 温湿度传感器 电动窗帘

“不用嘘寒问暖，但我知冷知热。”

温控器



照明系统
Lighting Package

开关 灯带 球泡灯

“想你所想，让光线变得温柔。”

筒灯



睡眠系統
Sleeping Package

睡眠监测带 睡眠灯

“呵护睡眠，极致体验。”

香薰灯



能源系統
Energy Package

墙壁插座

“我们积极保护环境，举手之劳即可参与我们。”

小夜灯



多种控制方式

Various control 
modes

歡迎入住



休閒模式：

一天的旅途疲惫后，是时候躺在沙发上享受休闲时光了。

通过小程序，语音控制或场景开关，便捷进入休闲模式
房间灯光自动调节，窗帘自动关闭，电视自动开启，背景音乐打
开，享受美好生活，缓解客人一天的疲劳。

Leisure mode



睡眠模式：

舒适的睡眠永远是卧室的主题。

当顾客就寝，可自动进入睡眠模式，或通过场景开关，语音唤
醒，灯光自动调暗，空調自动设定舒适温度，窗帘等设备将同步
调整为睡眠模式，睡眠灯开起，自动播放助眠曲，睡眠带实时监
控睡眠状态

Sleeping mode



喚醒模式：

我们希望每一位顾客在音乐和阳光中开启新的一天。

顾客睡觉时预设起床时间，次日，窗帘自动打开，背景音
乐自动播放，房间内和洗漱间灯光自动打开，美好的一天
就此开启。

Wake up mode



安防模式：

24小時的安全保障，無論顧客身處
何方。

当检测到烟雾超标、烟雾报警器自动报警，并通知酒店，同时联动声光报警器自动报警。
当门锁或保险柜异常开启，将自动记录。

Security mode



会客模式：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当顾客有访客到来，顾客可以一键开启或语音唤醒会客模式，灯光自动调亮，窗帘自动开
启，音乐停止播放，给顾客一个不慌不忙的会客从容。

Meeting mode



節能模式：

希望每一位旅客在享受旅途的同时，能响应环保。

当顾客启动睡眠模式，房间内灯光，电视等非
必要设备将自动光笔，空调也将转入“睡眠模
式”；
当客户离开房间，房间内设备将在一定时间内
自动关闭；

Energy conservation mode



洗漱模式：

希望每一位旅客在洗漱的同时，体验家的温暖。

当顾客洗漱中，唤醒音乐，开始美好的一天，
洗漱过程中，唤醒语音，打开除雾和柔光，减
少雾气对镜面的影响
洗漱过程中，询问天气，知道今天如何穿衣搭
配
洗漱过程中，询问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
路线规划

Energy conservation mode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产品介绍（低端）



酒店自助入住机

类型：立式
详情：人脸比对、房卡收发
POS银行卡+支付宝+微信
凭条打印、触摸屏
规格：23.6/17寸双屏，非循环发卡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智能酒店门禁系统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智能门锁

u分级管理   有多种不同功能和权限的卡片，满足不同用途
u限时功能   客人预订离店时间一到，开锁功能自动失效
u记忆功能   锁内记录最近500次以上的开锁信息
u防盗功能   门锁未关好时，会发出警报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智能开关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智能网关

u家庭智慧中枢，全屋智能控制

u分布式多网关设计，覆盖范围更广

u高性能芯片，单个主机可支持控制60个设备



  电动窗帘

u 通过App远程/本地自定义开合

u 支持语音操作，只需说出简单指令，

即可控制窗帘开合

u 遇阻即停，停电可手拉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万能遥控器

u 遥控器N合一，可替代国内外99%主流品牌红外

遥控器

u 支持DIY学习功能



背景音乐播放

u 搭载智能语音控制系统

u 可控制家庭中的智能设备

u 实现场景联动，并支持多区域管理

u 拥有海量音频内容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魔镜

u 搭载智能语音控制系统

u 可控制家庭中的智能设备

u 实现场景联动，并支持多区域管理

u 拥有海量音频内容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智能睡眠带

u 心率、翻身、深中浅等睡眠数据监测

u 可通过APP进行历史数据记录

u 帮助进行睡眠分析，改善睡眠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空气净化器

u APP\智能语音控制系统

u 手机一键开启\预约工作

u 实时空气质量数字显示，质量看得见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体脂称

u 18项精准身体数据

u APP记录管理

u 四核G型传感器，感知更敏锐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西门子空气盒子

u 实时监测，掌控家中的环境情况

u 可检测PM1.0，PM2.5，PM10和温湿

度

u 激光检测技术更精确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睡眠灯

u 内置7种精选自然唤醒音律，模拟自然光

u 轻点顶部触摸键，进入贪睡模式

u 时钟采用LED面板显示，一目了然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香薰灯

u APP远程|语音控制，省心省力

u 多彩氛围灯营造

u 静音运行、不打扰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酒店产品介绍（高端）

    传感器



恩嘉智能酒店小程序



T H A N K  Y O U  F O R  
W A T C H I N G

感謝您的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