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KN 3
概要

赞助单位：

实体店的功能正在与时俱进：         
您的员工是否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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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2020 年的实体店将焕然一新，实体店员工及其工作
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近年来，一些零售实体店（百货商场、奢侈品店、日用品店等）的销售业绩不断下滑，闭店情况时有发生，
这让零售商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通过科技实现零售业的数字化转型。零售商发现，他们很难兼顾
客户服务和实体店数字化体验，面对像亚马逊这样品类杀手（category-Killing）的连锁专卖店崛起，
以及数字化销售渠道的急速发展，实体店的生存更是岌岌可危。

这些因素预计将在未来数年给实体店带来深度冲击。EKN 学术研究院 (EKN Research) 和埃维诺的最
新全球研究发现，随着全新零售模式逐步成型，到 2020 年及以后，实体店的功能和经营模式都会
发生质的改变，这些改变同时也对实体店的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调查发现，零售商对实
体店员工的投资和培训还远远不足。

那么，零售商需要作出什么样的业务决策，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采用什么技术，才能将 2020 愿景
变为现实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EKN 学术研究院针对美国、欧洲和亚太区的 161 位来自服装、日
用品、家用等多个细分市场的零售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调研，并得出了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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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变的实体店职能

实体店的主要业务职能
% 答复占比（可多选）

当前                   未来 2-3 年

传统销售 79%  60%主题店

客户服务中心 73% 56%订单处理中心

展示厅 58% 52%快闪店

快闪店 51% 45%展示厅

订单处理中心 46% 42%客户服务中心 

主题店 40% 35%传统销售     

在我们的采访中发现，50% 以上的零售商认为实体店的传统销售职能到 2020 年将发生重大改变。这就要求

实体店店员及其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

传统销售职能指现实生活中客户在实体店的购物流程，包括：找到商品，挑选商品和店内结账。在这样的场景下，

购物者和实体店店员间交互甚少，只有在商品售罄或客户需要进一步帮助时才会与店员有互动。这种传统的

销售方式在今天的许多零售细分市场司空见惯，例如食杂店、日杂店、药品店、便利店、自助店和其他类型

的实体店。

这种传统模式将会逐渐演化成能为客户提供更具相关性体验的模式。调

研中发现，有 60% 的零售商将转向主题概念实体店。主题概念着重于

借助儿童娱乐设施，针对不同的兴趣爱好或生活方式等主题式实体店，

有针对性地吸引细分客户群体。此外，50% 以上的受访零售商认为，到

2020 年，实体店将成为线上订单的处理中心而存在。50% 的零售商将

推出以活动或季节性的快闪店。

到 2020 年，56%
的零售商预计
他们的实体店将演变为线上订
单的处理中心。

“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变革性数字技术 / 产品（智能手机，平台电脑）

出现在实体店，这无疑对实体店影响很大。”

大型欧洲时装与鞋类零售商 IT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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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实体店员工职能

实体店各项工作时间占用情况
% 占答复比例

工作类型 当前 今后 2-3 年

行政工作

客户接待工作

后台工作

市场营销工作

线上订单支持

培训

随着实体店功能发生变化，我们认为零售商需要应对更多的挑战，比如：员工流失、新劳动法出台、与线上

营销的配合，以及交付更好的客户体验等工作。赋能实体店员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调研显示，

零售商还期望在实体店功能发生重大改变时，员工及其日常工作能够保持基本不变。这说明零售商并没有意

识到他们需要授权和赋能员工，让他们有能力支持实体店功能的变化。

调研结果证明，零售商对实体店转型愿景和对实现这一愿景所付出的实际行动出现了明显脱节。例如，尽管

56% 的受访者预见他们的实体店正在演变成在线订单处理中心，但他们并未预见到在今后数年里实体店员工

将花在在线订单支持上的时间会逐年递增。同样的，零售商期望转型为主题实体店，然而他们也并未安排员

工培训计划，让员工有能力交付卓越的用户体验。如果零售商希望成功实现全新实体店功能转型，就必须要

考虑到零售店内的员工工作内容的转变，如何赋能员工，让其更好的支持新模式实体店的发展。同时，零售

商可能还需要思考影响员工队伍的更多传统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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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的变革，

我们常常选择在网上购买，在实体店提货。”

中高端奢侈家具零售商首席信息官

千禧一代是否会有所不同？

不断改变的实体店功能不是带来员工职能变化的唯一因素，品牌扩张是影响员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43% 的

受访者提及）。品牌扩张可能带来新产品、新门类、跨地域、运营模式变化和客户服务理念的变化，从而给

员工工作内容带来影响。

还有一个因素是人口组成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员工队伍构成不断发生改变，尤其是千禧一代的比例不断增加，

员工希望自己的工作更灵活、互动性更强。经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员工都有相同的诉求，比如：工作灵活性高、

工作有意思、互动性强 1。在零售商制定新实体店、新产品或新模式等新业务目标时，这应该被纳入成为一个

关键考量点。

不断改变的员工队伍必将对工作时间和劳动法规形成影响。受访零售商预计，在今后两年到三年里，他们的

员工中有超过 30% 将是临时工，与目前相比上升了 20% 到 22%2。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零售业季节性的特点。

零售商需要借助新科技和灵活的在线数字化培训的方式来应对季节性的业务挑战，更好的赋能员工，让他们

快速掌握业务技能和产品知识。

1  《千禧一代的工作要求究竟是什么？与我们不尽相同》，作者：Bruce N. Pfau，《哈佛商业评论》，2016 年 4 月 7 日
2  《2020 年 40% 的美国员工将是自由职业者》 ，作者：Jeremy Neuner，Quartz Media，201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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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店是否在技术层面赋能员工？

零售商使用的主要店内技术
% 占答复比例

当前使用              今后 1-2 年即将使用

 出勤管理

 员工分析

协助销售工具

RFID

 移动端销售

 视频智能解决方案

实体店员工自助工具

数字和智能电视系统

移动端 / 数字化的任务管理

客户流量分析

 客户流量分析

  移动应用培训工具

移动端的店内服务解决方案

支持跨渠道订单履行的软件

 数字和智能电视系统

 增强现实和游戏化工具

 店内机器人系统

 数字化内容展示和现场直播工具

声控可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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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体店功能发生改变，零售商需要用技术来武装自己的员工队伍，让其有能力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

随着移动应用、数字化媒体、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物联网 (IoT) 和机器人等创新技术的普及，零售商需要

投资实体店 , 并且帮助员工使用这些技术，从而更加胜任自己的工作。目前，许多零售商已在使用辅助销售工

具 / 自助工具、移动端销售以及出勤管理解决方案。在今后几年里，零售商们预见将使用员工分析、增强现实

和店内机器人等其他技术。

为了强化员工的能力，零售商也会运用诸如新的科技，例

如机器人 (Bot)、流程自动化（Process Automation）、

和机器学习 (machine-learning) 等 , 将成为员工技能的

补充。这些技术对像零售业这种员工流失率高，同时又

高度依赖临时工的行业来说，具有无穷的价值。

在今后的一到两年里，52% 的
零售商计划在他们的实体店里使
用增强现实和机器人技术。

“为提升实体店运营水平，我们推出升级的 Wi-Fi 网络和平板电脑。根据店铺的环
境定制化了统一的 POS 机。”

大型欧洲时装和鞋类零售商 IT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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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互动性高、参与性强的智能数字化工作平台的价值

打造一个强大的员工团队，仅有技术还不够。随着员工团队的不断变化，想要为客户交付卓越的体验，零售

商就必须高度关注员工队伍，包括：

• 通过改善协作和沟通，提升员工参与度；

• 使用更灵活排班工具，提高员工满意度；

• 加强培训，提供获取信息的便捷途径，丰富员工的知识。

“零售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我们员工队伍的能力建设。作为品牌商，我们销售的是富有情感的产品。我们需要

聘用合适的人员，正确持续地培训他们。
重复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大型时装、饰品和手袋零售商高级总监

对员工队伍工作效率和绩效产生最大影响的实体店职能
% 占答复比例 ( 可多选 )

 在店内处理线上 / 数字化订单

在移动端 / 数字化设备上接入员工培训与发展计划

为员工提供更简便的库存、商品位置、等可视化销售工具

让员工通过数字化技术访问客户购买历史和忠诚度等信息

为店员提供数字化的控制面板

通过移动端销售，实现客户快速结账

建立总部与实体店内的数字化沟通渠道和工具

通过辅助性或指导性销售工具提供产品知识

EKN 8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零售商需要部署新的数字化工作平台，赋能员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帮助员工掌握最

先进的自动化流程和工具、数字化销售和服务以及运营工具。这其中就包括实体店员工必须掌握的能力，例如：

培训员工使用移动设备，从而使员工有能力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零售商需要培训员

工关于履行在线订货和店内选货的相关内容，让员工有能力为客户交付卓越的用户体验。

这是一项零售商认为值得的投资。受访零售商认为，帮助员工掌握相应能力，提高参与度，就可以间接改善

消费者满意度，通过数字化让员工积极地消化库存，了解线上销售和店内销售的情况，从而提高实体店的利

润等指标。

总结：变革迫在眉睫，实体店应做充分准备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实体店功能，员工队伍也需要做相应调整，才能更好地契合新运营模式，交付数字化客户

体验。打造一支数字化员工队伍迫在眉睫，增强员工参与度，丰富员工产品知识势在必行。此外，零售商还

需要面对临时工队伍不断增长的现实，通过落实政策、技术和方案，提供敏捷的员工培训来提升效率。

零售商实现实体店和员工队伍转型的速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例如：业务目标、成本、战略规划、数字技术

投资以及最为重要的有效落实。推动销售，零售商就一定要先为员工提供数字化平台，满足员工的数字化体验。

零售商想要实现 2020 愿景就必须采用自动化工具来武装员工团队，这其中不仅有智能手机，还包括智能商品、

可穿戴设备和 POS 平板电脑。最后，零售商还需要同时重新思考和分配员工在实体店内的工作职能和工作时

间。

如欲阅读完整报告，敬请访问： 

https://www.avanade.com/zh-cn/thinking/digital-workplace/dwresearch-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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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973) 607 1300

关于 EKN

我们的研究议程根据来自最终用户群体的意见制定，在发表前经过最终用户群体审阅。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我

们的研究和建议具备恰当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体现在听取最终用户群体对研究课题的建议，通过访谈等方式

汲取大量来自从业人员的意见，确保综合性研究结果和深度见解在现实环境中得到实际应用。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敬请访问 www.eknre- search.com.

关于埃维诺

埃维诺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创新领导者，通过人的力量和微软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数字化服务，商业

解决方案，以设计为驱动的用户体验。埃维诺将大胆而新鲜的想法与丰富的行业及商业知识，以及先进

的科技相结合，为客户创建和交付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以及他们的客户实现价值。今天，埃维诺具有遍

布全球 24 个国家的 30,000 名专家。我们推崇多元和协作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运营实践，引领前沿的思

维。埃维诺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由埃森哲和微软成立的合资公司，埃森哲持有埃维诺的大部分股权。 

了解详情，请登陆 www.avanad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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