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机器人为您

的客户效劳

 



 

特色 

Pepper 和 NAO 是引人注目的人形机器人，旨在

让他们在公共场所与人类互动交流。  

 

Pepper 和 NAO 将现实和线上世界联系起来，为

您在实体地点提供价值更高的全新体验。 
 
积极主动  
多亏了那些传感器，Pepper 和 NAO 可以发现并看到

周围的人。它们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邀请他们进行

互动。 
 
引人注目  
由于它们的外形、尺寸和与人类相似的行为举止，

Pepper 和 NAO 很容易被大家接受。设计它们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取代任何人的工作。它们会帮助完成简单且

重复性高的工作，让员工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能创造更多

价值的任务上。 

互动性强  

Pepper 和 NAO 的设计者希望它们尽可能自然地与人

们沟通交流，在与人们互动时会同时用上声音和肢体语

言。Pepper 的触屏更方便它与人们互动，它可以提供

更多信息，尤其是图片信息。同时，Pepper 也能听懂

并用多种语言交流。 



 

情感联系  
除了通过拟人化的设计、肢体语言和语音语调与大众产生共

鸣外，Pepper 和 NAO 还可以以一种独特且具有情感的方

式进行沟通交流，将用户体验提升到新的层次。  

 

互联性  
尽管在不联网的情况下 Pepper 也能正常工作，但在连通了

Wi-Fi 接入云服务之后，Pepper 可以工作得更好。联网以后，

他可以提供高级的语音识别和情感分析服务。Pepper 也是

通过云服务将他收集到的数据提供给您。 
 

可定制化 

作为一个完全程控的平台，Pepper

可以提供无限的可能性，以丰富客

户体验。Pepper 的合作伙伴会提供

全部技能和必要的专业知识，用于

创建、开发和调整 Pepper 新内容和

使用方式，让它能够帮助您高效地

达成业务目标。 



 

技术特征 

触屏设计，便于互动  
 

自主管理  
12 小时续航，兼备自动对接能力  

 

优雅移动  
20 度（自由度）  

 

语音识别  

超过 15 种语言  

音频 
4 个全向麦克风 

2 个扬声器 

脸部识别 
2 个 500 万像素摄像头 

1 个 3D 摄像头 

互联性 
可连接蓝牙-以太网-Wi-Fi 

功率 
ATOM E3845 

导航  

惯性装置、红外传感器和缓冲器  

 

2 个声呐传感器，具备全方位导航能力 

3 个全方位轮 

 



 

功率 

ATOM E3845 

四核1.91 Ghz处理器 

4 GB DDR3内存 

32 GB SSD 固态硬盘 
脸部识别 

2 个 500 万像素摄像头 

音频 

4 个全向麦克风 

2 个扬声器 

探索 

2 个声呐，用于探测障碍 

互联性 

可连接蓝牙-以太网-Wi-Fi 

自适应行走 

8 倍力敏感电阻器 

 

技术特征 

功能强大的电机和稳健

有力的手指，易于抓握 

 

跌倒&恢复管理器 

检测到跌倒后，可以触发保护程

序，让机器人可以独立站起来 

 

优雅移动 

25度（自由度） 

 

语音识别 

超过 20 种语言 



 

解决方案 
目前，Pepper 和 NAO 已经部署在了 2000 余个公共场所，帮助完成零售业、金融业、旅

游业甚至健康护理等领域的各种任务。在商店、银行、旅馆、博物馆、机场、火车站、医

院、养老院、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中，它们会欢迎人们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信息并与他们互

动交流。 

 

吸引注意力  

脱颖而出，吸引目光  

Pepper 和 NAO 引人注目的外

形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鼓舞

信心并让人们乐于行善。它们

可以发现周围的人，吸引他们

走进甚至主动接近周围的行

人。它们会通过声音和肢体语

言，轻松地和人们进行对话。

重复播放沟通交流的动画：

Pepper 和 NAO 将在线数字战

略与物理空间战略有效地联系

起来。 

 

欢迎并帮助  

确保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提

高客户忠诚度  

Pepper 和 NAO 可以专业且持

续地提供欢迎服务。它们可以

一边维持排队的秩序，一边和

人们娱乐互动，让人们觉得等

待时间不再漫长。它们可以引

路，并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

还可以针对一位客户，提供适

合其情况的服务。Pepper 和

NAO 会了解人们前来的原因，

并将信息告诉给人类同事。  

它们可以用大约20种语言和人

们交流，也能听懂人们说的话。

将重复度高的任务交给机器人

完成，从而让节省出的人力去

完成有更高附加价值的工作。 

 

通知并与客户建立关系  

让客户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Pepper 和 NAO 能够适应与各

种客户的交流。它们可以辨别

客户的需求，并根据他们的简

况或购买记录为他们推荐产品

和定制的服务。在联网状态下，

我们的机器人可以随时随地接

触到客户的相关信息。  

Pepper 和 NAO 会不厌其烦地

展示你们的产品和服务，并根

据客户的情况（年龄、性别...）

调整它们的说话方式。 

 

 

提高对客户的洞察力  

通过我们的机器人收集客户

的有用信息  

 

Pepper和NAO会充当公司和

终端客户的沟通桥梁，更好地

进行数字沟通。它们会捕捉到

客户的反应，并将信息（产品

感知、售后服务、满意度问卷

等）反馈给内部数据团队。这

些数据经过处理后，可以帮助

公司提出更加有效的商业决

策。Pepper 和 NAO 在最后完

成任务后，会将调整过的信息

提供给客户。 

 



 

重新定义服务  

全新的客户体验，附带个性化

服务  

Pepper和NAO可以提供各种

服务。他们配备了传感器、摄

像头和麦克风，我们的机器人

可以了解周围的环境并理解

客户的要求。如果连接至网

络、您的 CRM 或 ERP，

Pepper和NAO就可以提取他

们需要的信息，然后为客户提

供个性化服务（包括预订、点

击与收藏内容以及登记等）。  

我们的机器人还可与其他设

备相连接（如支付终端、打印

机、显示器和平板电脑等），

具备多重功能，可以完全适用

于您的服务策略。 

高度灵活的支持服务  

软银机器人及合作伙伴已经制

定出了一整套售后与保修服

务，来支持 Pepper 和 NAO 顺

利完成贵方交付的任务。我们

提供模块化服务，这样可以让

您选择最适合您业务性质的服

务。  

模块化服务包括：与 Pepper

和 NAO 解决方案相关的培训、

配置和安装，以及维护工作（修

理或更换机器人）。 

 

机器人团队管理平台  

我们的解决方案还包括远程管

理平台，帮助您管理多个机器

人。我们的产品可以为每个机

器人创建单独的应用档案，使

之应用于不同的应用程序，帮

助您远程管理您的机器人团

队。  

我们的监控工具可以为您提供

宝贵的数据，让您了解机器人

团队的使用状况和其他情况。

这种远程管理优化了地面机器

人的使用，降低了服务成本，

并使报告程序合理化，所有这

些都有助于将投资回报最大

化。 

认证的合作伙伴组成良好生态

系统  

为了帮助您部署满足您需求的

解决方案，我们建立了首个公

司生态系统，为您提供建议、

开发策略和个性化解决方案。

经过充分的培训，我们经过认

证的合作伙伴已经摸索出了一

系列机器人技术知识，适用于

不同专业领域。在软银机器人

公司的密切合作下，这些专家

将全程陪同您开展与我们的机

器人 Pepper 和 NAO 有关的研

究。 

我们提供 



 

软银机器人公司正跻身成为全球机器人行业

的领军企业，不断推动技术的发展。  

软银机器人在巴黎、东京、旧金山、波士顿和

上海重新部署了 500 余名员工。我们的机器人

NAO 和 Pepper，足迹遍及全球 70 多个国家/

地区，在零售业、健康护理、旅游业或和教育

等领域提供了创新的应用程序。 

 

 

 

 

 

 

 

 

 
 

 

 

 

青岛天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北区福州北路万科中心B-803室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qdtianju.com

联系信息：

mail@qdtianju.com

 

http://www.qdtia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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