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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增强现实技术会带来
零售业的下一次革命
Pokémon Go的热潮也许会逐渐消退，但是却为零售商
提供了如何利用科技留住消费者的宝贵经验。
作者:卡米尔•克拉曼(Kamil Klamann)，斯克勒•克拉斯特夫(Sekoul Kras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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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参与度，提供更佳的个性化
服务。从而，有效运用AR的品牌能
够为消费者提供与实体产品的差异
化互动，提供比其他线上竞争者更
丰富的消费体验。A R的发展将分
为四个阶段：
• 目前，我们正处在将AR运用到
零售业体验的第一阶段，也就
是介绍阶段。在一个个独立的
平台上，不同的公司正处在探
索 阶 段，试 图 找 准 受 众 的 需
求，找出自己的品牌融入这一
新环境的方法。
• 两到三年后，VR应用将进入发
展阶段，将产生少数几个市场
主导者。公司必须清楚能为消
费 者提 供的 独特的产品和体
验，以及如何将体验结合到自
己的多渠道战略中。
• 四到五年后，AR应用开始步入
成熟阶段，它将成为零售商和
品牌运营商的筹码，公司必须
考虑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 A R
应用上 为顾客 提 供定制 化内
容，打造独一无二的体验。
• 从长远角度来看，公司必须利
用A R 来引导消费者经过四个
阶段：建立消费者认知度；提
高用户参与度；在关键时刻促
使消费者做出购买行动；建立
持久的忠诚度。接下来的数年

里，零售商将一步步走过这些
步骤，他们必须采用一些重要
的策略进行试验。
提高消费者认知度。为提高消
费者对品牌和产品的认知度，大部
分零售商都花费了大量市场预算，
但大多投入都浪费在了非目标消费
者群体上。
A R 技术为零售企业提供了一
个机会，基于顾客资料和过去的店
内行为对产品展示进行调整，并将
特定的品牌认知提升投入和有效的
产品推荐工具相结合。
一些品牌已通 过 A R平台为顾
客建立起交互式的购物体验。早在
2013年，IBM就推出了一个AR购物
应用程序，顾客只需将智能手机对
准货架，就可从该应用程序获取即
时的产品详情和比较信息，根据产
品的营养价值、无谷蛋白和有机成
分含量情况对进行产品排序，并获
取当前可用的优惠券信息。零售商
也可使用该应用程序设计货架摆放
方式。2014年，乐购使用了IBM测
试版的AR应用程序对脱销产品情
况和未按计划进行陈列的货架情况
进行反馈。
随着AR技术日益强大，店内产
品推荐将更加个性化。
最终AR技术、大数据和机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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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年7月6日发布以来，
一款名为Pokémon Go的
A PP将90后年轻人 对于
游戏的狂热带到了虚拟生活中，成
为了一种新现象。尽管Pokémon
Go的热潮已经褪去了，但它还是为
那些想要引起消费者关注并留住消
费者的公司尤其是零售商带来了宝
贵的借鉴经验：Pokémon Go作为
第一款真正的社交AR（增强现实技
术）体验游戏，吸引了新出现的全
方位互联消费者的注意力，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热度。
AR自上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
出现，但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虚拟
现实技术（V R）的阴影下。时至今
日，AR一直没有太多商业化成果。
主要原因就是 并没有出现“杀 手
级”的应用案例让A R受到普遍欢
迎，更 重 要的 一点 是没有社交性
质，直到Pokémon Go的出现。
Pokémon Go热潮扩展了消费
者的思维方式，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类似的体验，同时得以预见更加互
联 的 将来 ，满足了消费 者的 想象
力。此外，它还有潜力改变消费者
在实体世界里的体验。
A R让实体 零售商创造出更高
层次的商品展示体验，将数字购物
和实体购物结合起来。虚拟的部分
能提供一个平台，提升沟通，加深

提升用户参与度。使零售商能
持续吸引住消费者注意力，即让消
费者持续对品牌和产品的体验感兴
趣的方法就是在每一个接触的节点
都为消费者创造精心打造的、令人
难忘的互动体验。这不仅对于零售
商和品牌的客户转换率至关重要，
也影响着未来客户的忠诚度。
虚 拟的试 用体 验是品牌使用
A R 提升用户参与度的第一
步。2014年，欧莱雅发布了一款名
叫“化妆天才”
（Makeup Genius）
的软件，让购物者能够在虚拟条件
下尝试不同的腮红和眼影等妆容，
再决定是否购买。该软件利用摄像
头拍摄出人脸后，不同的妆容会“
应用在”脸上，面部识别系统能够
追踪头部运动轨迹和角度，可以清
楚看到妆容在不同的视角下是怎样
的效果。2016年初，
“化妆天才”
的下载量达到了两千万次。这也启
发了其他创新者开始开发类似的应
用，例如中国的美图秀秀，这家公
司打造了一系列“试用”不同妆容、
不同发型和不同风格的应用软件。
创造令人难忘的店内体验只是
现阶段 A R技术的初步应用。通过
使用AR，消费者可以看到例如产品
展示、时装秀、名人代言、音频/视
频的内容等，从而提升消费体验，
与线上竞争者展开有力的竞争。

将消费意识转化为消费行动。
购买流程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而
有效激励客户实现从考虑到购买的
飞跃更是至关重要。
零售品牌已使用A R 技术来促
进这一转变。例如中国最大的线上
零售商“一号店”，在公共场所设置
了10 0 0多个虚拟商店。顾客可使
用“一号店”的AR应用程序浏览和
购买 商品，随 后 零售商会 送货上
门。同样地，耐克也使用AR和图像
识别技术将平面广告同线上商店相
连结。用户只需将智能手机对准《跑
者世界》上的耐克广告，即可跳转至
耐克网站的购物车页面。
随着A R技术与其他技术的结
合，零售商可使用蓝牙设备与周围

由于购物者更接受 A R技术能
改善他们的购物体验，我们可能会
发现线上和线下购物会更好地整合
在一起。反过来，这也会使得品牌
和零售商为购物者量身定制更加符
合他们确切利益和线上线下购物表
现的忠诚度计划。
由于AR及其他技术日趋成熟，
商店会对购物者行为有更好的了
解。这将使他们更有针对性地进行
忠诚度计划，促使针对性的顾客进
店消费。
毫无疑问，AR技术有能力改变
零售行业。然而，只有学会如何将
客流量转变成购买力，并能无缝整
合到购物体验之中，商店和品牌才
有利可收。

由于购物者更接受AR技术能改善他们的购物体
验，我们可能会发现线上和线下购物会更好地整合
在一起。
的顾客进行交流，收集顾客的行动
模式信息并向其发 送广告和优惠
券。优化转换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
个全方位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能
够进行全自动、一对一的个性化销
售，帮助客户实现实体购物和数字
购物的无缝衔接。
建立持久忠诚度。无论从品牌
还是商店角度而言，顾客忠诚度在
零售行业是创造价值的强有力的工
具。一家公司越擅长创造顾客忠诚
度，其长期的营销策略就能更具可
持续，并且能从根本上实现更高的
投资回报率。此外，老顾客每笔交
易上一般都会比新顾
客多消费60%。AR为
难以实现的顾客忠诚
度计划提供了新的机
会。
当前的A R 应用让
商店将AR技术整合到
现有的计划之中，缩小
了购物者网上购物和
亲身购物体验的差
距。

诚 然 ，一 些 质 疑 也 是 有 根 据
的。但是在21世纪，某些特定思维
模式的转变通常只需要几个月，而
过去这可能需要数年。正如零售商
当初后悔没有早点投资电子商务、
或手机购物应用软件，如果现在还
不行动，他们未来可能也会后悔没
有更深入 地去 探究 A R 技 术 的 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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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技术将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智能
化的私人购物助理系统，根据顾客
的喜好和行为，为其提 供商品 信
息、产品推荐甚至捆绑销售和优惠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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