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

零售交互显示屏

交互式系统为商店带来多渠道
零售业务
Marks and Spencer 的交互式数字信息亭允许客户在店内浏览、购买和探索

M&S 采用了一个先进、稳定

且现场可升级的系统，它具

有强大的性能，可满足其 

未来一切需求。

— Christian Jeske， 

Pyramid Computer 营销总监

零售店和银行大堂使用数字标牌的历史已

超过十年。随着技术进步为显示屏带来更

好的性能，零售商正在为其数字标牌计划

增添交互功能，以更好地吸引客户。

从查找产品在店铺内的位置到获取基于过

去购买历史的产品建议，包含交互功能的

数字显示屏几乎具备无限可能。

在 2012 和 2013 年，Pyramid Computer 

GmbH 和 Wincor Nixdorf 两家德国公

司联手为领先的英国零售商 Marks and 

Spencer（M&S）提供了基于英特尔® 架构

的交互式、数字化、一体式多点触控信息

亭系统。借助这些 32 英寸的信息亭系统，

M&S 客户依靠手指触控便可查看广泛的产

品信息。

问题：提供更多的店内选择和

更大的便利性

M&S 在英国拥有超过 700 家门店，并在其

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350 多家门店。

和所有实体店一样，M&S 的任何一家门店

都不能拥有全部库存。M&S 希望在不扩大

销售空间的情况下，让门店客户能够访问

整个产品目录，甚至不在特定商店库存内

的商品。

此外，M&S 希望将网络购物的便捷性融入

门店之中。他们发现，收款台的长队降低

了销售额，一些客户不愿意购买他们不得

不随身携带的产品。

最后，零售商还希望提升其在线商店 M&S 

Direct 的知名度和利用率，从而吸引那些

没有智能手机的客户（当他们在店内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公司决定制定一种

多渠道方法来提高其在线业务的知名度，

并支持一种更快速的购买流程（带可选送

货上门服务），同时支持其店内客户访问

更大的在线库存。

Marks & Spencer 的多渠道电子商务执行

董事 Laura Wade-Gery 表示：“现在的客

户行为需要通过多渠道思维提供支持。我

们必须彻底改造门店，让门店为客户带来

一种与灵感和服务相关的真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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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息亭可帮助将每笔

自助交易转化为纯粹的 

乐趣。我们的 polytouch  

系统十分紧凑，适合每种 

商店设计，对客户有很大的

吸引力。”

Pyramid Computer 总经理  

Frieder Hansen 

解决方案：通过先进的技术 

重塑实体店

M&S 的目标是成为时尚和置业领域的主要

目标门店（包括店内和线上），并在 2015 

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

型零售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项举措是部

署店内信息亭，让客户能够便捷地访问所

有可用产品，无需添加至门店空间。

该公司知道他们需要与恰当的技术合作伙

伴合作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一个具有

丰富多渠道经验的团队来提供自助服务

终端，从而吸引如今精通技术的客户。

他们向多点触控信息亭制造商 Pyramid 

Computer GmbH 和零售与银行解决方案

提供商 Wincor Nixdorf 寻求帮助。这两家

公司为 M&S 联手开发了一款基于 Pyramid 

polytouch® 多点触控系统的创新型自助服

务信息亭解决方案。

这款解决方案专为提高门店销售额以及增

加与 M&S 网站的交互而设计，客户现在可

以查找产品信息并在店内和线上浏览商店。

这可以有效地将整个 M&S 库存带入门店，

并提供更多的产品尺寸和样式选项。

信息亭背后的技术

Pyramid 的 polytouch 一体化电容式多点

触控信息亭系统能够响应 20 个同步触控，

是交互式应用的理想平台。每个系统配有

一个条形码扫描仪和一个热敏式打印机。

polytouch 设备是第一款一体化触控屏，

配有集成芯片和符合 PCI 数据安全标准 

（PCI DSS）的 PIN。这个拥有 PCI DSS 和 

VISA 认证的芯片和 PIN 付款模块可防止盗

刷并可以在任何时候由工作人员进行检查。

该设备还支持近场通信支付，允许客户使

用各种方法安全快速地进行付款，无需排

队和等待店内收银员。客户可以选择自己

带走所购产品或送货上门。

polytouch 信息亭采用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该处理器可提供实时交互所需

的快速安全的处理能力。该系统还采用了

片上英特尔® 高清显卡 4000 和英特尔®  

固态盘，前者可提供身临其境般的高品质

显示效果，后者可提供交互式系统所需的

快速 I/O 能力。

信息亭通过千兆以太网和英特尔® 迅驰® 无

线蓝牙* 适配器连接至门店网络。基于智能

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的系统包含基于硬件

的安全性，如可信赖平台模块（TPM)，可

提供对恶意妥协的 “可信根” 防护。该系统

还采用了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1 允许从单个控制台管理整组信息

亭，这意味着 M&S IT 部门无需再增加人手。

成果：店内购物增添更多乐趣

polytouch 信息亭是一款多渠道解决方案，

可带来创新的交互式客户体验。这项新技

术允许客户在不同的购物渠道之间更自由

地切换，快速安全地进行付款，避免排队，

甚至选择送货上门。M&S 预计这一技术可

帮助大幅提高门店流量和销售额。

polytouch 信息亭最初安装在伦敦的 M&S 

商业街店，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后又在英

国和法国的门店安装了 700 个。它是迄今

为止部署的最大规模的店内电子商务项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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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亭未来将添加很多功能，M&S 希望未

来坚持走门店创新之路。使用信息亭的一

个主要领域是未来营销活动，如兑换代金

券，管理客户会员卡等。

Pyramid Computer 总经理 Christian 

Jeske 表示：“M&S 采用了一个先进、稳定

且现场可升级的系统，它具有强大的性能，

可满足未来一切需求。“我们将可以轻松地

支持未来变更，同时为主要设备投资提供

为期多年的保护。”

关于技术提供商

Pyramid Computer。Pyramid Computer 

GmbH 的总部设在德国弗赖堡，在超过 25 

年的时间里一直专业从事开发和生产专用

于各个行业的定制 IT 系统，并特别专注于

定制硬件解决方案、设备、工业 IT 解决方

案和各种定制服务。

Wincor Nixdorf。Wincor Nixdorf 是全球

领先的 IT 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之一，致

力于为世界各地的零售银行和零售行业提

供支持，业务遍及全球 130 个国家和地区。

该公司提供全面的产品组合，主要专注于

优化业务流程。

如欲了解有关 Pyramid polytouch® 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polytouch.de/polytouch-en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零售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Intel.com/retailsolutions

http://www.polytouch.de/polytouch-en
http://Intel.com/retail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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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关注英特尔物联网，第一时间知晓业界热点、 

英特尔物联网行业洞见和从设备到云的解决方案。

英特尔物联网中文官网：intel.cn/iot

http://intel.cn/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