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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主研发的“创创”智能服务机器人目前已发展到第三代，智能服务机器

人“创创”凝聚了国内外顶尖人工智能团队先进的科研成果，采用拟人化设计，

是拥有视觉、触觉、听觉的个性化情感智能服务机器人，通过了国家机器人检

测与评定中心EMC和安全双资质认证，是国内最早通过该双资质认证的四款

机器人之一，获PICC千万元质量承保，斩获了有“科技界诺贝尔奖”之称的CES

创新奖。

公司在国内率先提出将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完全向用户开放的理念并将
之实现，“创创”是基于“互联网+”和“科技·进化·智能→新时代”思想设计的
产品，是“互联网+”政策的最佳载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拓展，智能服务机器人逐渐步入大众的视野，人工

智能创新创业日益活跃。创泽智能机器人应社会需求与国家政策倡导，基于人工智

能（AI）和机器学习（ML）技术领域的突破，经过精细调研与充分论证，确保机器人控

制智能、性能稳定，通过不断地创新研发，重新定义服务机器人。

产品简介
PRODUCT INTRODUCTION



借助云端智能知识库平台，实现了在语义理解、知识学习推理与表示等方面完备的智能支撑体系。采用先进的语

音引擎，搭载环形麦克风阵列，运用声控识别、人脸识别、情绪识别等技术为客户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交互式服务。

智能服务机器人“创创”可广泛应用于政务、教育、金融、医疗、文化（展厅、博物馆、图书馆）交通（机场、火车站、高
铁站）电信、餐饮、智能家居等行业，并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特性、单位事务流程和工作内容需要，提供个性化的
人工智能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创创”的大脑主要负责与用户交流
互动，起到了类似人类大脑的作用。

“创创”的大脑

自学习引擎 情感引擎 语音交互 标准接口

中文人机
对话准确率

��.�%

中文NLP及语
义理解准确率

��.�%



“创创”的小脑
“创创”的小脑主要负责“创创”的运动，起到了类似人类小脑的作用。

SLAM激光导航自主行走功能

智能程控（灯光、家电等带智能控制设备）

主动避让（遇见障碍物主动进行避让）

听声辨位功能（接受语音指令后判断方位进行转身）

摆臂功能，摇头、组合动作

多方位语音对话、交互功能

可视对讲功能

音视频播放功能

触觉感应交互功能



产品功能
PRODUCT FUNCTION

高效准确的语音识别交互系统
全球领先的语音识别技术，搭载�MIC阵列的降噪听

声辨位技术，打造高识别率的语音引擎，提供最佳的
语音识别服务和最优的识别应用效果。

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设计底盘
公司自主研发设计、自主生产，高容量锂电池、
高扭力无刷电机、优秀的动力控制算法、独立悬

挂系统，保证机器人实现稳定平滑行走。

自主数据采集与平台配置系统
通过对使用者交互行为进行数据采集，记录于云端实
现数据分析和管理，实现行为与信息汇总。并可通过

机器人配置平台实现对机器人功能模块的配置。

高集成感知系统
集成多种传感器，通过听觉、视觉、触觉
等模块化传感器综合感知外部环境信息，

让机器人具备接近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强大的语义分析和深度学习能力
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将人类语言进行分析，精
准地理解人类语言的意图，从而实现人类与

机器人的无障碍交流。

智能视觉系统架构
集成人脸识别、属性识别、人脸追踪、动
作识别、手势识别等综合智能视觉系统架

构，准确度高达��.�%。

APP软件定制开发
根据行业需求不同，可进行定制开发和

二次开发。

模块化生产适应不同环境
模具模块化生产，根据行业用户需求改变

功能模块，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智能互联控制系统
借助机器人控制系统，实现外设智能设备互通

互联，让机器人化身智能管家。
通过实时定位和地图构建动态规划路径，
融合八大传感器，精准导航，一语即达。

全维度导航避障系统



技术参数
TECHNOGOGY PARAMETER

技术参数
TECHNOGOGY PARAMETER

产品型号

外观尺寸

控制方式

操作系统

屏幕尺寸

屏幕参数

避障距离

电池容量

待机时间

使用时间

充电时间

使用功率

运动速度

语音识别

重      量  

外      观  

CZ-Robot�S（��）

����*���*��� mm

��kg

ABS

语音/APP/机身屏幕触控

Android +ROS

��英寸/��英寸

��：��  ����*���  支持�点触控IPS屏 / ��:� ����*���  支持��点触控IPS屏

���-����mm可调

��AH

��小时

�小时

�-�小时（约�度每次）

��W

�.�m/s-�.�m/s

�麦克风阵列   远场识别

配      件 充电桩X�   电源适配器X�   产品说明手册X�



表情设计
EXPRESSION DESIGN 

采用拟人化设计，具备
情感计算引擎��种情感

识别与情感表达

情感相关的参数开放
构建个性化情感机器人

配合语音交互功能
及远程控制功能

喜、怒、哀、乐等类
人表情的情感

表达



终端控制
配套云端平台和手机APP软件，可以实现对机器人进行场景管理、配
置，玩转机器人。多台机器人同时管控管理，设备地图管理，统计分析，
未来结合物联网，实现智能家居。一台设备，全方位服务用户，带给用
户更好的体验。

智能控制
INTELLIGENT CONTROL

兼容性广泛
兼容多种Wifi、�G、BLE�.�、Zigbee、Z-wave等通讯方式。

智能物联网核心控制
可作为智能物联网核心控制中枢，在政务大厅、金融机构等
各种场景中广泛应用。

模块化控制
可连接超过���种传感器，模块化组件控制。



��� 人工智能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八大行业应用，提供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S

政务机构 金融机构

展馆展厅 商超�S店

教育机构医疗机构

图书馆 各大景区



完美胜任三大职业

智能“政务”服务机器人“创创”
化身大堂经理提供迎宾接待、业务查询、协助业
务办理等服务，通过客户需求对软件进行定制
开发。广泛应用于：政务大厅、银行大厅、税务大
厅、社区、图书馆、公共服务等机构。

智能“导购”服务机器人“创创”
可胜任迎宾引导、主题宣传、产品宣传等工作，通
过语音交互功能为客户推荐和挑选适合的产品，
并进行讲解和产品对比。适用于汽车�S店，各类
专卖店、柜台、超市卖场等场所。

智能“讲解”服务机器人“创创”
可以提供迎宾引导、信息查询、咨询答疑、宣传讲
解、沿途讲解、有情感的交流互动、才艺表演等服
务，能听会说、会思考。适用于科技展馆、博物馆、
游乐场、主题展会、企业展厅等展览场景。



八大行业应用场景

政务机构

迎宾接待、语音咨询

业务导引、信息查询

自助缴费、电子监察

安全巡检、考勤打卡

金融机构

高效指引办事流程

智能推送理财服务

协助取号资料填写

VIP客户专享服务

教育机构

人脸识别记录考勤

协助教师授业解惑

海量云平台知识库

人机互动知识竞答

医疗机构

预约挂号自助付费

视频服务方便快捷

协助取号资料填写

智能查房远程监控



商超�S店

引导购物、产品推荐

促销解答、竞品分析    

展馆展厅

主动接待智能导览

展品智能问答查询

展厅自主安防监控

展品信息全面解说

图书馆

图书借阅、活动宣传

引领参观、文博教育

公告展示、信息咨询

各大景区

语音讲解、沿途讲解

主题宣传、才艺表演

丰富的情感交流互动



产品荣誉
QUALIFICATION HONOR

在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荣获“中国软件行业信息化最

佳解决方案奖”

被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评为“����年度优秀软件产品”和

“����年度中国十大软件创新产品”

创泽机器人操作系统V�.� 被评定为“首版次高端软件产

品”“����年度创新软件产品”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International Consum-

er Electronics Show，简称CES）����创新奖

麒麟杯·����年度最受用户喜爱的商用机器人TOP��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荣获“最佳机器人

设计奖”和“最佳人气奖”

中国服务机器人十大品牌

中国服务机器人最佳创新奖

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实践录》

创泽智能机器人“创创”荣获：

创泽智能机器人控制系统荣获：



领导关怀
LEADING CARE

����年�月��日，公司应邀参加了“����世界机器人大
会”，现场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延东对“人工智能制未来发展”的重要讲话。

����年�月��日，机器人“创创”专程接待了中宣部副部
长孙志军等领导，  孙志军与“创创”进行互动与交流，

“创创”得到孙部长等领导的肯定与认可。

����年�月��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万
钢（原科学技术部部长）亲切的和“创创”进行了交流，
对创泽给予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

����年�月��日，公司应邀参加了“����世界机器人大
会”，现场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对“推动全球机器人领域开放合作发展，更好造福人
类社会”的重要讲话。



售后服务
SERVICE

全国免费售后服务电话：����-���-���

提供�*��小时
售后服务

�� ��

一年内免费系统
升级维护

��

个性定制
二次开发

��

硬件非人为损坏
质保一年



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初创于����年，中国运营中心位于北京清华科技园，在上海、深

圳、江苏、四川、河北、云南、湖北、海南、新疆、广西、甘肃等全国多地设有分支机构，在美国硅谷、英国剑桥

建有创泽人工智能研究院。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首批“准独角兽企业”、����年福布斯中国新

三板企业TOP���。

公司多年来致力于人工智能及信息化领域的创新研发，产品遍布全国��多个省市，形成了完整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公司自主研发的商用智能服务机器人“创创”斩获了有

“科技界诺贝尔奖”之称的CES创新奖，是国内为数不多通过了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EMC”和“安

全”双资质认证的机器人，获得PICC千万元质量承保。

公司拥有一流的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和研发平台

公司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拉脱维亚科学院院士和�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为企业研发团队带头人，并引入

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专家为公司研发助力

公司拥有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

公司与山东大学共建“山大-创泽共融机器人研究院”

公司与武汉科技大学共建“服务机器人联合实验室”、“博士后联合培养创新实践基地”

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共创“研究生培养基地”

关于我们
ABOUT US

创泽人工智能(美国)研究院揭牌仪式 创泽人工智能(英国)研究院揭牌仪式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创新奖

国际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体系认证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IEC�����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

中国强制认证（CCC）

����年福布斯中国新三板企业TOP���

中国专利优秀奖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软件行业领军企业

中国软件行业AAA级信用企业

中国服务机器人十大技术创新产品

中国软件行业最具成长力企业

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公众满意度十佳典范品牌

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理事单位

山东省首批“准独角兽企业”

……

资
质

荣誉





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运营中心：北京·清华科技园C座五楼
生产研发基地：山东省日照市太原路��号
网址：www.chuangze.cn
客服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