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酒店解决方案
TCL SMART HOTEL SOLUTION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

集团，整体在深交所上市（SZ.000100），旗下另拥有三家上市公司： 

TCL多媒体电子（01070 .HK）、TCL显示科技（00334.HK）、通力电

子（01249. HK）。同时，翰林汇（835281）在新三板挂牌。

2017年TCL品牌价值达806.56亿元人民币，连续12年蝉联中国彩电业第

一品牌。

为了适应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跨界竞争的需要，集团2014年初提出

“智能+互联网”、“产品+服务”的“双+” 战略转型，并在2015年

将产业结构调整为七大产品业务领域、三大服务业务领域以及创投及投

资业务，共11个业务板块。其中产品业务领域包括TCL多媒体电子、

TCL通讯科技、华星光电、家电产业集团、通力电子、商用系统业务群

和部品及材料业务群；服务业务领域包括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业务群、销

售及物流服务业务群以及金融事业本部。新的“7+3+1”结构，将为集

团价值增长打开新扇面。

TCL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探索始于1999年，已经走过早期探索

、跨国并购、稳步成长三个阶段。近年，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

，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重新制定出集团国际化再出发的

路线图。未来几年，集团将通过“三军联动，品牌领先”，继续巩固和

提高欧美市场份额，同时选择印度、巴西等重点新兴市场突破，扎根当

地市场，建立全价值链的竞争力。国际化是TCL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未来5年，集团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极致体验的产品与服务，其中智能电

视、智能手机销量进入全球前三，发展有ARPU值贡献的1亿家庭用户和

1亿移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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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条完全自主创新、自主团队、自主建设的高世代面板线；
2016年彩电面板销量全球排名第5

2017年TCL品牌价值达806.56亿元人民币，连续12年蝉联中国
彩电业第一品牌。

TCL智慧酒店显示系统解决方案是以显示系统为核心，集成酒店周边各类智能设备及系统，为酒店打造智能、个性、一体化的综合

服务解决方案，该方案是以客房信息娱乐系统和信息发布系统两大系统为核心，能够灵活对接各类第三方系统，为酒店客户提一

站式综合解决方案，能够有效地提升酒店运营效率，降低酒店运营成本，为酒店的科学管理构建智能化的服务平台。

智慧酒店显示系统解决方案



TCL 智尊版客房信息娱乐系统采取独创的视频资讯播放技术，以Q画质引擎画质技术、Harman Kardon音效为基础，为客

户打造五星级画质和五星级听觉体验，将酒店的个性化服务传递到每一个用户，为客户提供电视播放、视频点播、娱乐办公

、酒店服务、智能房控、消费查询、天气预报以及服务评价等功能。

酒店客房

信息娱乐系统

第三方系统对接
+ +

应用范围：五星及超五星级酒店客户。

突出优势：具备强大的网络、智能化功能和服务，具备丰富的软硬件接口，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UI、功能甚至板卡级的定制。

哈曼卡顿音响Q画质引擎 DTS音效处理技术智能听音场景

客房信息娱乐系统-智尊版

智尊版

酒管系统    客控系统

强大的网络智能化功能，丰富的软硬件接口

灵活的客制化UI和功能

标准接口协议

支持第三方系统对接

会员系统   智能家居

用 五 星 级 视 听 体 验 重 新 定 义 高 端 酒 店 客 房

客房信息娱乐系统



声音是视听产品的重要组成，TCL电视对好声音的追求从未停歇。与国际音

响品牌哈曼卡顿音响深度合作，结合DTS音效处理技术，让每一位酒店客户

都能享受到美妙的声音。智能听音场景让电视的使用增添了更多乐趣。

Harman Kardon
哈曼卡顿音响    ，震撼听觉

保证，源于品牌；专业，源于坚持。严苛检测，豪华配置，哈曼卡顿

音响必将成为高星级酒店客房的标选，重新定义高星级酒店客房。

采用四单元音响，两个高音单元和两个中低音单元，技术上一举解决电视音响单功放的难题，实现双功放，大幅提升了音响的响度。

多单元分驱动使得音源的声音多层次发出，各声部平衡度提升，降低失真度。声音的层次感更好，高音清晰明亮；中音圆润饱满；低音浑厚有

力不浑浊。

每个五星级酒店客房
都需要一台专业有保证的音响

真外扩四单元独立音响
提供丰富有层次的好声音

DTS音效处理技术 智能听音场景

适 用 于 五 星 级 及 超 五 星 级 酒 店 客 户

智 尊 版 终 端

哈曼卡顿音响

Q画质引擎+全生态HDR 

缔造4K顶级画质

Harman kardon音响

豪华配置，震撼听觉

丰富的软硬件接口

灵活的UI客制化

电子猫眼、多屏互动

智能化控制

49寸 55寸 65寸 75寸

哈曼卡顿音响Q画质引擎 DTS音效处理技术 第三方系统对接智能听音场景



内容管理：节目管理、频道管理、音乐欣赏、背景图片、信息发布、叫早管理

服务管理：酒店介绍、调查问卷、账单查询、留言管理、快速退房、音乐助眠、房控管理、天气预报、汇率航班

系统管理：客房管理、应用管理、主题管理、系统设置、开机画面、酒店LOGO、用户管理、开机视频

智尊版后台系统功能

Q画质引擎，整合TCL独有画质提升技术，从亮度，色彩度，对比度等多方面提升画质，

是为高星级酒店客房特别配备的画质解决方案。

另外，TCL还加入了全生态HDR与健康三部曲，让画面的层次感，亮度，流畅度都大幅提升。

一台好电视的画质，需要Q画质引擎+全生态HDR+健康三部曲共同保驾护航。

Q画质引擎，优质画质缔造者

具有沉浸感的平面4K画质，源于全生态HDR。

全生态HDR是TCL自行研发的完整的HDR解决方案，可实现从内容、硬件到软件全面满足HDR的高标准，

并可实现SDR实时转换HDR。让用户欣赏到HDR画质，高曝光画面不失真，灰暗场景细节展现更明显。

全生态HDR给每一颗星星发光的机会，给初升太阳一个完整的轮廓。

全生态HDR
夺目画质，真实清晰显沉浸之感

功能模块

个性化欢迎界面 电视 音乐欣赏

酒店介绍 影音点播 留言管理

叫早服务 问卷调查 天气预报

影音娱乐 酒店服务 商旅服务 网络应用



客房信息与控制系统集智能灯光控制、空调控制、服务

控制、移动APP控制与管理功能于一体，使酒店管理真

正由经验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

智能化控制

当有人在门外按门铃时，房间内猫眼显示屏上会显示门外场景；

同时，电视机屏幕的一角会自动跳出门外的图像，如果需要开门，可通过遥控器直接选择开门，

即可打开电子门锁。

电子猫眼

允许客人将手机或平板上的内容通过无线网络投到电

视屏幕上，让客人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手机端的照片

、视频、网络直播和玩游戏等，增加客房的趣味性，

提升客房的科技感。

多屏互动

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UI界面，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深度、灵活的UI定制

可与客人进行语音交互，回答客人的问题，执行客人的语音指令，例如开关灯、调光、开门、开关窗帘、设定空调、操控电视、播放歌曲和讲

故事等，消除客人旅途的疲惫，给住客增添一份乐趣和关爱。

互动式语音操控机器人



智享版

客房信息娱乐系统

Q画质引擎、4K、Harman Kardon音响、酒店系统

智尊版终端

49”
55”

65”

75”

49” 55” 65” 75”



云端服务器 省心省力
TCL云平台系统将酒店传统服务器部署到云端，使酒店

内部免去部署服务器，减少维护人员投入，有效降低酒

店运营成本，系统具有操作灵活简单、可扩展性强、安

全稳定等特点。 无本地服务器

个性化欢迎界面  提升形象档次
插卡取电后，电视自动开机并显示欢迎界面，给住客以尊贵体验，提升酒店形象。

系统内置多种主题界面供选择，页面风格具有多样化、定制化、灵活化的特点，可轻松实现界面自定义，打造统一的VI视觉形象。

重大节假日还可通过云端服务器推送对应的主题风格界面，新颖独特。

一个遥控器 让客房更简洁
外接红外遥控转发器，即可实现TV遥控器对电视和机顶盒的操控。

省掉机顶盒遥控器，使客房更简洁并方便用户操作。

去繁从简 完美操控
电视播放、音乐欣赏、酒店介绍及无线投屏四大功能模

块，简洁明了、操作简单，紧扣客户核心诉求点；

功能可根据客户需求，扩展开发；客户也可根据TCL对外

标准接口与权限进行二次开发。

降成本：无本地服务器，减少硬件投入；管家式服务，减少运营人员投入

易安装：即插即用，方便使用

易维护：远程诊断，方便快捷；应急保障，方寸不乱

易对接：多平台系统对接与数据整合

应用价值

客房信息娱乐系统-智享版

智享版

智享版
TCL智享版客房信息娱乐系统是基于云平台的酒店交互显示系统，通过云服务器实现对后台终端的管理，实现视频点播、资讯

娱乐、酒店服务、消费查询等功能。酒店无需部署本地服务器，硬件投入低，能够有效提升酒店管理效率。

适用于：   单体酒店、经济连锁酒店客户、公寓等

突出优势：   基于云平台系统架构，低成本、易安装、易维护、易对接

酒店商城

A酒店

云PMS
会员系统
云RCU

…

房间1 房间2 房间3

 VOD点播
（缓存服务器）

 VOD点播
（缓存服务器）

 VOD点播
（缓存服务器）

连锁酒店
总部运维管理员

B酒店 C酒店

SHOP

云端服务器

互联网

房间1 房间2 房间3 房间1 房间2 房间3

音乐欣赏

电视播放

无线投屏

酒店介绍

TCL红外遥控转发器



2K/4K、酒店系统

智享版终端

49”

55”49”

55”

65”

43”

43” 55”50” 65”49”43”

32”

32”

无人酒店

系统解决方案

1366*768

5W~8W

5W~8W

2路HDMI输入、1路AV输入、1路RS232接口、1路USB2.0

1路RJ45网络接口、1路TV接口

2路外置喇叭输出、1路浴室喇叭输出、1路AV OUT、1路耳机输出



人脸识别电子门牌 T1

无人酒店入住流程

大厅/前台 客房

入住
自助前台

Check in
认证比对

PMS

会员系统移动端

支付接口 公安接口

人脸授权

电子门牌

电子猫眼

房态

访客

PMS

智能门锁

RCU

酒店系统电视

自助Checkin终端 C1

功能：入住客人通过人脸识别开门；访客影像电子猫眼功能

特点：
●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实现活体识别率达到99%

● 人脸识别日志自动生成

● 8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呈现丰富信息发布

99%识别率 1秒开门 人脸日志

功能：入住客人通过人证比对终端3秒即可完成check in

特点：
●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实现活体识别率达到99%

● 将身份证与人脸进行人证比对，完成面部授权

● 客人入住登记日志自动生成

● 支持远程维护

● 10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呈现丰富信息发布

开启入住酒店

刷脸
时代

酒店集团：数据化管理、平台化运营，有效提升运营效率

酒店业主：有效降低人力和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酒店客人：带来快捷、安全、智能化的入住体验

应用价值

无人酒店系统解决方案
TCL无人酒店系统解决方案是基于深度学习的面部识别算法，将酒店对客人及工作人员的授权、鉴权过程，全部通过面部

识别技术来完成，使酒店实现无卡化，实现真正的用脸住店、吃饭和其他酒店服务。该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地提升酒店运营

效率和客户体验，还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酒店人力成本，给客户带来智能化的入住新体验。

人脸比对

信息发布 电子猫眼

99%识别率 面部授权 人证比对

信息发布 登记日志 远程维护



重庆温德姆酒店

皇冠假日酒店

铂尔曼酒店

凯宾斯基酒店

三亚红树林国际度假酒店

青岛红树林度假酒店

黄山国际大酒店

北京桂京宾馆

ONEHOME艺术酒店

上海大船酒店

常熟市普利斯酒店

宜兴紫砂宾馆

常州市恐龙主题度假酒店

宜兴市篱笆园酒店

美华达酒店

开元酒店集团

锦江酒店集团

晋祠国宾馆

IU酒店

麗枫酒店

潮曼酒店

希岸酒店

希尔顿欢朋酒店

喆啡酒店

7天酒店

维也纳酒店

如家精选酒店

成功案例

温德姆酒店集团 ONEHOME艺术酒店

世外桃源酒店集团 桂林大公馆酒店

华美达酒店 开元名都大酒店

希尔顿欢朋酒店 杭州钓鱼台宾馆

红树林度假世界 大船酒店

杭州钓鱼台宾馆

南京威尼斯假日酒店

常州大酒店

丰城皇冠大酒店

桂林大公馆

广东横玛国际酒店

成都天来大酒店

成都鹭岛青城山原石滩酒店

成都大酒店



TCL集团以“为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为服务宗旨，向客户提供“诚信、便捷、热情、专业”的售前、售中

、售后和技术支持等最为完善整体的系统服务。

TCL服务体系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总部服务机构、集团呼叫中心及分公司经营部(区域)服务机构。

服务网点：TCL服务网点遍布全国，为了精细化管理服务质量，TCL在全国共有4000多个服务网点，5000多

名售后工程师。

快速响应：“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中心城市24小时内上门服务

服务标准： 所有售后服务网点都严格执行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

遍 布 全 国 的 服 务 网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