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未来零售技术

零售业

畅想技术在未来零售业 
转型中的作用
英特尔未来学家团队和 The Store WPP 零售专家为 “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100 个物品的零售历史）” 演示稿提供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让我们想像，未来的消费

者和商店是什么样的。我

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们能否挑战自己，设想

一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未

来？我们能否看到一个更

加繁荣、可持续发展、信

息丰富的明天？”

— 英特尔未来学家 Brian David 

Johnson，“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100 个物品的零

售历史）”

概述

当前，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加速，一些行

业面临着严峻挑战，需要像零售业一样快

速、全面地进行变革。随着顾客计算设备

的速度和动力持续增长，购物正在转变成

为一项随时谁地发生的活动。与此同时，

商家需要依赖于新技术来满足客户期望，

增强其业务，或者至少帮助他们跟上时代

的发展步伐。

作为思想领袖，英特尔正与 The Store 

WPP 合作，畅想零售业的未来状态。我们

团队的未来学家分析了大数据，并与全球

的领先零售商、科学家和解决方案开发人

员进行了密切交流。他们对未来的客户偏

好和行为进行建模，探索零售基础设施的

新形式，并确定对供应链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零售业将会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我们知道未来的商店需要完全迎合顾客。

这种智能水平将通过集成计算和传感反馈

来创建更卓越的个性化零售体验来实现。

商店将会根据单个顾客的偏好和产品相对

于顾客的存放位置，来推广产品。如果技

术沿着英特尔预测的道路发展，购物将会

变得不那么枯燥，零售商将会更加高效，

市场营销将会更有效。

当今已经应用到零售中的一些关键未来技

术还只是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数据和趋

势表明，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有更多令人

惊叹的零售创新推出。

“未来投射” 练习

几千年来，随着商家不断追求改善购物体

验，零售业也在不断改变。由于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零售业的演进也是日新月异。

The Store WPP 的 David Roth 最近表示：

“零售业在未来十年预计将会发生比过去 50 

年更大的变化。” 他在最近一个名为 “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100个

物品的零售历史）” 的重要虚拟展示1 中发

表了如上看法。这一展示由英特尔和全球

营销传播集团 WPP 共同编制，探索了零售

业从远古时代到现今的演进，并由英特尔

未来学家对零售业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英特尔未来团队使用 “未来投射” 方法创建

了其愿景2。英特尔交互与体验研究部门

未来投射总监 Brian David Johnson 解释

道：“它融合了社会科学、技术研究、经济

学、统计数据、全球采访、甚至一些科幻



想法，对从现在起未来 10 到 20 年的生活

和购物状态进行了建模。此流程的目标是

为未来创建一个基于事实的真实愿景，然

后我们可以努力去实现它。”

英特尔未来团队与 The Store WPP 携手，

畅想了多个有关未来几年的零售业的对

象，或者就像 Johnson 所描述的 “新的模

式和框架，旨在照亮未来有时复杂多样的

购物体验的每一部分。”

大数据，大改变

大数据必将会推动零售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包括手持设备和店内数字基础设施

组件在内的数字设备将具备日益强大的动

力，能够处理海量的产品和客户数据。分

析和使用这一数据的能力将会使整个供应

链获益匪浅。

零售商逐渐认识到，大数据能够让购物体

验更高效。通过将商业智能应用于大数

据，零售商看到数据的大量增加能够帮助

他们更有效地确定目标客户，无论是在促

销消息宣传还是商店过道宣传方面。

购买模式也将会在仓库更快地得到确认，

以便调整库存来推动更多销售，甚或劝阻

购买以减少库存不足的情况，从而帮助遏

制代价高昂的库存信息失真问题。众多来

源的数据将被立即分配给供应链的相关部

分，从而可显著提高效率。

未来展示

英特尔和 The Store WPP 认为，未来几年

的购物体验受到现有技术、以及那些尚未

发明或销售的技术的推动。

例如，一些零售商已经部署了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智能货架，这一技术的完善度将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位于新产品旁边

的醒目数字展示将可以提高产品知名度，

鼓励顾客尝试购买。由于商家可以轻松更

新展示的内容，智能货架将成为开展促销

工作的理想选择，以推动售出接近保质期

的产品，减少库存浪费。

随着全息图变得切实可靠，产品展示设备

将会更加富有吸引力。3D 技术的进步、强

大的计算能力、全新压缩算法、以及更快

的宽带，都将使全息展示能够为顾客和零

售商带来更多优势。全息图将覆盖几厘米

高的展示平面到几米高的橱窗及其它店内

展示，有助于零售商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

力的虚拟环境。

手持个人设备在未来将会非常灵活，并且

可折叠，可由商家在需要个人视觉交互时

轻松提供给顾客，将能够为顾客带来更加

出色的身临其境般的购物体验。这一技术

还将可以在轻型、可移动的屏幕上实现，

使得商家可以在整个店内开展引人注目的

促销活动。

高级全息图将能够帮助顾客直观地查看各个

项目。这些出色的 3D 图像将在展示平面甚

或大型橱窗上展示。

个人浏览设备将会非常灵活，可以折叠，使

顾客能够与商店信息进行快速交互。零售商

将使用类似的技术进行推广展示，他们可以

将其轻松移至不同的商店位置。

“英特尔有着雄厚的技术实力，而 WPP 则对于消费者有着

深入的了解，并且具备丰富的零售专长。二者的结合，

对于零售商有着重要的意义，将能够帮助他们跟上消费

者瞬息万变的需求。”

— David Roth，The Store WPP EMEA 和亚洲地区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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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就在本地

通过与 The Store WPP 携手，我们正在畅

想能够反映空前创新和效率的零售网络、

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例如，现在正处于早

期阶段的一个未来趋势涉及到本地化生产

流程的能力，如打印和选择性制造等，以

便消费者能够从零售商处购买商品，同时

要求其在其他地方制造。

3D 打印和其他制造与分销技术的进步，

将会显著改变创造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

间的关系。在一些市场，创造者将销售设

计，而不生产或制造商品。这意味着，设

计可以本地化，甚至由消费者进行设计或

重新设计。

为集中生产而创造的分销系统将进行优

化，以更快地交付在附近生产而不是在全

球生产的产品。

未来，包装将加入嵌入式智能，如 GPS 

技术和数字显示等，取代印刷的运输标

签。这将使包裹能够 “知道” 其目的地，并

在包裹在供应链流通时表明它们的位置和

状态。

甚至空中无人机也将会实现广泛的民用。

其小巧的体积和飞行灵活性将有助于监控

仓库的库存水平，以及 “最后一英里” 个人

客户交付。凭借其大量计算智能，无人机

将成为零售供应链中多个关键阶段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使零售更加智能

新型的计算智能将能够使零售比以往更智

能、响应更迅捷。零售商将部署算法来帮

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供应链的每个阶段，包

括设计、生产和存储，以及营销、展示和

交付等。

随着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的日益普及，

零售商将能够使用自己的数据与顾客的社

交网络数据进行交互，以便为顾客提供更

准确的资讯和更加个性化的购物体验。数

据会将顾客与他们可能并不认识、但有类

似购物品味的人连接在一起。收集和分析

消费者数据将能够支持零售商发现顾客的

潜在购买需求，从而通过促销活动让零售

商和顾客同时从中获益。

总结而言，数据将可跨顾客体验的各个阶

段进行交互，零售商将可利用这一数据随

时随地优化销售和营销机会。

“它融合了社会科学、技术研究、 

经济学、统计数据、全球采访、甚至一些 

科幻想法，对从现在起未来 10 到 20 年的 

生活和购物状态进行了建模。”

— 英特尔未来学家 Brian David Johnson， 

“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 

（100 个物品的零售历史）”

未来的包装将包含 GPS 技术，以帮助跟踪运

输过程，无论是送到供应链的各个点还是顾

客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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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 对零售的未来进行建模： 

一段英特尔互动与体验研究部门  

“未来投射” 总监 Brian David Johnson 

的视频：www.retail100objects.com/ 

#briandavidjohnson

• 技术推进零售体验： 

一段英特尔零售部门总经理 Joe Jensen 

的视频：www.retail100objects.com/ 

#joejensen

• 大数据铸就零售业辉煌未来： 

一段英特尔宣传官和未来学家  

Steve Power Brown 的视频： 

www.retail100objects.com/ 

#stevepowerbrown

• 将零售空间转型为精彩体验： 

www.intel.com/content/www/ 

us/en/retail/retail-overview.html

PDF 版本的 “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100个物品的零售历史）”  

在以下网址提供： 

www.retail100objects.com/History-of-retail-in-100-objects.pdf

“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100个物品的零售历史）” 的音频播客 

在 iTunes 上提供： 

itunes.apple.com/gb/podcast/history-retail-in-100-objects/id665098597

1 The History of Retail in 100 Objects（100个对象的零售历史），www.retail100objects.com

2 支持此项目的英特尔未来团队包括 Joe Jenson、Brian David Johnson、Jose Avalos、Maroun Ishac、Adrian Whelan、Steve Power Brown 和 Megan Bedna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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