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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RFID 
实现顾客体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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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在线选择呈爆炸式增长，顾客仍然高度重视对商品的亲身所见和所感 — 这种体验只有实体店能

够带给他们。当零售商为这种独特体验添加了射频识别 (RFID) 技术优势时，则有助于弥合传统零售业

常见的服务、信息和库存差距，为提升销售和顾客满意度提供更多机会。

RFID 使零售商能够前所有未地为顾客提供丰富且正面的购物体验。将 RFID 作为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零售商能够直呼其名地向顾客致以问候，通过更广泛的商品选择为顾客留下印象，并且利用更快

的帮助、更深入的产品信息以及更加个性化的促销来更好地服务顾客。更重要的是，借助支持 RFID 

的自助服务终端，零售商可以让顾客与其亲朋好友社交网络进行互动，从而将购物时间转变为社交时

间。当顾客准备购买时，零售商也做好了准备。RFID 应用程序能够识别商品、验证会员账户并便捷

地完成移动交易。借助 RFID 甚至能够更轻松地满足顾客个性化购物需求。零售商可获得实时库存可

视性，因此，能够从更近的位置加快订单履行。简而言之，RFID — 以及高级零售技术 — 能够在这一

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帮助确保顾客满意并且成为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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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顾客会空手离店
如今熟悉互联网技术的顾客几乎能够随时随地购买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他们需要令人信服

的理由来从实体店进行购买。不过，店内体验又往往令他们大失所望。

因缺货而失去顾
客青睐

当顾客步入商店，都希望

能够找到所需的商品。

不过，如果查找商品既不

快捷也不简便，顾客就

有可能空手而归。事实

上，49% 的顾客不愿意

花超过 10 分钟来查找商

品，30% 的顾客从未找

到过所需的商品1 — 部分

原因在于一家典型的零

售商的库存准确率只有 

65-70%。2 当有库存可用

时，25% 至 40% 的时间

不是用于销售现场，而是

耗费在更衣室或仓库。3

无法获得所需
帮助

顾客帮助和产品信息对于

在顾客购物过程中为其提

供指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令人遗憾的是，帮助

或者专业知识并非总是随

时可用。零售行业的人员

流动以及高劳动力成本使

零售商难以为商店适当配

备人员。与在购物前已在

网上研究过相关信息的顾

客相比，所聘用的店员往

往缺乏经验和产品知识。

因此，41% 被调查的顾客

对缺乏能够提供帮助的店

员以及店员不具备相关产

品知识表示不满就不足

为奇。4

缓慢的排队等待
降低满意度

长长的结账队伍对于柜台

两边的人员始终都是一大

挑战。现在已习惯在线购

物的即刻满足感的顾客为

了避免等待，往往会倾向

于放弃购买。如果每位顾

客都突然离开，零售商平

均会损失 125 美元的销

售额并且导致顾客信心

受损。4 尽管快速结账通

道和自助式结账会使上述

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不

过，它们并不能完全解决

问题。

个性化
体验

干扰营销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消费者对于千篇

一律的消息和一刀切式的

促销轰炸充耳不闻。相

反，他们需要更具相关性

的产品，能够满足其需求

和品味的特定产品。正如

一位顾客所言：“如果你

要为我提供奖励，请提供

我可能会喜欢的东西。不

要给我技术，而要给我更

好的体验。使用技术为我

提供真正更好的体验。”

?



白皮书
不仅局限于库存

斑马技术5    

不佳购物体验的高代价
在已经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让顾客失望将使零售商冒着品牌价值受

损、利润被侵蚀以及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

哪些因素会导致顾客离开？

从损失销售到放弃销售

缺货招致的损失

总是找不到所需物品

向最初的零售商购买

由于缺货每年所导致

的销售损失

全球缺货率
信息来源：1、4 和 5

需要更多的产品信息

在其他地方发现更好的交易

在竞争对手店中购买

不能找到可提供帮助的店员

结账排队等候时间过长

根本不购买

每年1200亿美元

全球零售市场的缺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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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零售商要借助 RFID 技术进行销售

无线射频识别 (RFID) 技术为零售商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商机。以往

被用于在整个供应链进行库存追踪时，零售商将 RFID 标签放置在

货盘上。现在，零售商意识到对单个商品采用标签的价值。采用

物品级 RFID 标签，零售商能够将库存准确性提升到 99.9%，而缺

货率则下降 80%3。

这是 RFID 所提供的可视性的强大威力。零售商可以准确了解其整

体库存状况并采取快速方法以进行评估。因此，他们能够就哪些

产品需要转入库存、哪些产品需要在货架上续货进行决策，并且

拥有有效的方法来显著提升库存可视性、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

运营费用并消除库存损耗的高代价。

一半接受调查的美国零售商

已经采用物品级 RFID5

信息来源：HTTP:// WWW.

RFIDJOURNAL.COM/ ARTICLE/

VIEW/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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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与零售：完美融合

除了库存准确性以外，在商店中还有很多要素。富有前瞻性的零售商正在意识到的一点是，RFID 能够显著改

善其顾客的购物体验。

在正确的时间有正确的产品

马克想买一部数码相机。在线阅读评述后，他想购买特定品牌

和型号。当他到达附近的电子商店时，很轻松就找到心仪商

品，这让他大喜过望，同时，有广泛的在其可承受的价格范围

内的附件可供选择。这是因为 RFID 使销售店员能够更快地检

查库存，并在商店开门营业前对货架进行完全续货。

商品供应越充足、选择越多，越有机会令顾客满意。使用 RFID，

零售商能够基于商誉和商机进货。RFID 能够快速而准确地为零售

商提供可视性以查看和从销售现场快速替换缺失商品。因此，顾客

总能高兴地发现有众多心仪的商品可供选择，没有理由空手而归。

在顾客身后随时为其服务

借助 RFID，顾客服务毫无间隙。当顾客在店内通道浏览商品时，

支持 RFID 的自助服务终端和固定装置能够识别商品并即时显示产

品信息，它们能够与移动设备协作来向相应的销售店员请求帮助并

利用更多的在线服务来对店内购物进行拓展。更重要的是，它们能

够作为“永不疲倦的销售代表”进行交叉销售、向上销售以及通知

和打印产品清单。成效如何？在支持 RFID 的商店中，顾客的购买

增长达 21%，每笔业务的支出增加 6%。3

满足顾客个性化购物需求

终结排队等待

排队等待成为过去。借助在店中部署的支持 RFID 的

自助服务终端和装置，顾客能够享受到更快的结账和

更大的便利性。这种快速结账技术只需与顾客的智能

手机通信就能通过移动网银在现场完成交易。当顾客

购物时，RFID 能够采集顾客的信息，零售商可以将

信息转变为洞察以吸引顾客成为回头客。

满足顾客个性化购物需求

如今的顾客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他们需要选

择在店内还是在网上购物，以及在店内取货还是将所

购商品送货到家。由 RFID 支持的履单成为零售商强

大的差别化优势。通过充分利用 RFID 所提供的库存

可视性，零售商能够自信地从本地店中履行订单 — 

避免跨国配送的潜在运输成本并加快货运。这种速度

和节省有助于提供更大的顾客满意度。

更快获益

更多选择、更多尺寸、更多颜色。这是顾客在支持 

RFID 的商店中所注意到的。货架始终是满满的并且

有大量的选择。利用 RFID，零售商能够加快流程，

弥合结账和库存补货之间的差距。

当玛格丽特进入自己喜爱的百货商店时，她的支持 RFID 的会

员卡提示一位销售店员有顾客进店，而且是一位常客。通过访

问玛格丽特的购物历史记录，店员注意到她喜欢购买娇小尺寸

的商务套装。店员向玛格丽特直呼其名地致以问候并向其展示

了与她的尺码相符的裤装新品。玛格丽特对所收到的服务印象

深刻。她购买了套装并承诺还会再来。

这是最佳的个性化购物体验。现在，按照顾客的偏好、方式和需求

（零售商能够借助 RFID 和高级智能系统汇总的信息）营造了个性化

的购物体验。利用 RFID 解决方案，零售商的计划能够吸引顾客，增

强其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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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零售：现在体验未来的购物

RFID 

的巨大优势

安妮在一家百货商店试穿一套衣服。当她穿上一条仔裤时，RFID 智能镜子会显示商品的价格、可供应的尺码和颜

色，以及可与其搭配的时尚的皮带和罩衫。安妮对其中一个选项感兴趣，于是在支持 RFID 的智能镜子上点击来寻求

帮助和要求提供与自己尺码相符的商品。试穿后，她再次点击镜子与自己的 Facebook 好友分享了自己的选择。看

到好友都点赞，安妮决定买下仔裤。她在镜子上按下“buy now”（立即购买）按钮，镜子“告诉”她离可以享受会

员顾客折扣只差 10 个积分。于是安妮又买下了皮带。她对着镜子刷手机完成了付款并满意地离店。离店时，她认为

自己的购物体验真是快捷、有趣和友好。

•  临近感知型通信 •  电子/动态价格 •    多种客户辅助设施 •    智能、互动装置 •     库存产品

更多销售

改进的沟通交流

售出更多产品

查找商品的时间更少

每笔业务收入更高



应用简介
3600 超耐用系列在仓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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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产品和行业应用：www.zeb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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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ZEBRA
Zebra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是以创新和可靠性广受赞誉的全球

领军企业。Zebra 提供广泛的资产追踪技术，包括移动数据终端、数

据采集、条码、无线 LAN、RFID、定位系统以及基于云的物联网 (IoT) 

平台 — Zatar™。这些技术使企业如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智能且互

联。Zebra 的追踪和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将物理要素数字化，创建企业

简化业务流程所需的数据流，更全面地了解企业业务，提升移动工作

效率。

Zebra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被全球众多行业（包括医疗保健、零售、交

通运输与物流、制造和体育运动等）广泛采用，适合各种应用：利用

条码腕带和临床样本采集提升患者医护安全、使用移动设备打印收据

加快结账、简化仓储业务流程，以及利用实时信息为专业比赛和娱乐

节目增加新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