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备好迎接 POS 的未来了吗？

“凯捷与英特尔的联盟是

解决我们在升级销售点

（POS）系统时所遇复

杂挑战的关键。现在，

利用集中式远程销售点

系统管理，我们变得更

敏捷、更安全和更具可

扩展性。”1

欧洲 DIY 零售商服务经理

零售、酒店和消费品
全渠道零售数字商店

行业挑战

全渠道零售正在迅速成为零售业的新常态。各大品牌正在将实体渠道和数字渠道整合到

单一平台上，以便提供消费者渴望的无缝、一致的全渠道零售体验。在这一演变过程中，

零售商不断引入新的商店功能和交易类型。例如，点击提货、无限货架 (endless aisle)、

最后一公里配送和个性化推荐等服务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并帮助零售商提供更加

灵活、独特的购物体验。这些新服务能够推动消费者与品牌展开互动，进而产生更紧密

的客户关系，提高转化率和购物车容量。

但是全渠道零售功能需要各类新型 POS 设备和外围设备，这为已经采用电子商务平台

和传统交易系统的零售商提出了新的挑战。可管理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与之前相

比，POS 设备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分布也更广泛。从收银机到当今基于云的 POS 软

件，甚至是越来越广泛的“POS 即服务”，POS 正在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网络犯罪正

在呈指数级增长。频繁的新闻报道指出，在零售业中，网络犯罪始于 POS。保护敏感的

客户数据和专有数据是零售商所面临的持续挑战和巨大成本。例如，从目前的磁条卡转

换到 EMV 所需的费用为每个装置 200 到 1,000 美元。2

利用 POS 整体方案 
在新的全渠道零售时代 
赢得消费者
全新 POS 解决方案可帮助零售商吸引客户，降低成本。

随着标准的变化和旧系统的老化，确保商店交易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成本正在不断上升。

仅在最近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里，49% 的零售商就体会到支付成本的增加。3

咖啡馆 药店、电器商店

借助英特尔产品，可在通用基础设施上进行远程管理， 
确保安全性，并提供一致的品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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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零售商来说，如果希望在这种环境下

成功转型，就需要一个全新的、面向服务

的、多渠道、覆盖店内全部商品的交易架

构。这一架构要能帮助零售商有效地管

理全渠道零售所需的多种新设备，并能

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同时降低复杂

性和成本。

业务驱动因素和预期结果

• 通过全新商店功能和服务，实现消费者所期望的零阻力、统一

的购物体验。

• 使 用一种 通 用架 构 和操 作系统 降 低 集 成系统 的复 杂 性和 

成本。

• 通过可在所有交易端点上运行的内置安全功能，保护客户的个

人信息、信用卡/借记卡信息以及敏感的专有数据。

• 通过远程设备管理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 通过帮助店员了解商品和库存水平的最新信息，打造训练有

素、更成功的销售团队。

• 确定采用适合特定环境的正确 POS 设备。

数字转型和业务创新

通用的基础设施可以跨所有渠道和各种设备提供相同的品牌体

验。无论客户身处何地、在什么时间或者喜欢哪种购物方式，此基

础设施可以帮助客户安全地与零售商进行交易，从而提高所有渠

道的客户互动。采用整体的 POS 管理方法可以帮助零售商扩展功

能、提高敏捷性，同时降低复杂度。

实现转型

在实现全渠道零售的道路上，需要兼顾整合和创新。由英特尔及

其丰富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端到端 POS 解决方案既为

双方提供了安全保证，更具备以下优势：

• 世界上最大的 POS 设备和软件生态系统，为零售商在选择组

件时提供了更多选择，帮助其最大程度地减少集成问题和采购

成本

• 提供有关设备外形、使用方法、安全性、可管理性和性能的可

信建议

• “单一”的优势：从固定设备到移动设备，保持一个基础设施、

一个操作系统、一个应用、一个远程管理和一种安全性

• 内置安全解决方案，例如面向交易的英特尔® 数据保护技术 

（面向交易的英特尔® DPT），用于在消费者旅途中，全程保护

银行卡和个人数据4

• 英特尔® 博锐™ 技术可支持基于硬件的强大远程管理解决方

案，可从每次服务呼叫中节省大约 170 美元，从而提高长期投

资回报率5

• 依靠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英特尔® AMT）远程修复和保护

联网设备，从而降低 IT 支持成本

更多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l.cn/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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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零售：实体店的功能

英特尔技术基础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设备和软件解决方案帮助零售商在 
全渠道零售时代过渡到全新架构，以创造可持续的 POS  
价值。

软件
• 借助英特尔® 博锐™ 技术实现远程管理
• 面向交易的英特尔® 数据保护技术
• 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

CPU/芯片组
•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 英特尔® 酷睿™ M 处理器
• 英特尔® 高速芯片组

战略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硬件：
• 惠普
• 戴尔
• Wincor/Nix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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