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挑战
目前，很多零售商都面临同样的窘境。购
物者进店选购时往往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
建议，如果这时不能很快地找到销售助理，
他们就会意兴阑珊空手离开，结果导致商
店的销量下滑。

转型
Sensitel SENS 能够通过分析传感器、Wi-Fi
和视频数据来识别购物者的面部特征，同

Ray Sikka CEO
Sensitel

时追踪他们在商店内的确切位置，帮助零
售商迅速指派员工为需要帮助的客户提供
服务，并为其作个性化的产品推介。

业务优势：

识别

Sensitel

面部特征，匿名处理来访模式，

充分利用分析技术，实现智能购物体验

支持 1 对 1 的营销及服务

Sensitel 公司总部设于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圣克拉拉，专精于利用物联网 (IoT)

加速

“IBM 正在帮助我们开发 IoT 解
决方案，我们相信这将改变整
个行业的面貌。”
Ray Sikka CEO
Sensitel

及大数据技术帮助企业制定更明智的决策，助力企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体
验。

获得洞察力，支持客户在店内时
进行实时决策

提升
人员与客户的互动水平每增加
10%，销售额可提升约 5%

分享

眼花缭乱的机遇背后

开发颠覆性的技术

客户在店内选购的过程中，该解决方案

随着网络零售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传统零

通过与 IBM 通力协作，Sensitel 开发了

问点时发出的信号。通过对每个访问点

在成功运用 Wi-Fi 分析技术的基础上，

售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零售

一款先进的物联网 (IoT) 产品，让广大零

接收的手机信号进行匿名化、分析及三

Sensitel 正着手改进基于同类 IBM 前沿技

商们深知，他们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与网络

售商能够准确地获悉客户在店内的确切

角排列等处理，就能确定购物者在店内

术的面部识别系统。该解决方案能够将安

销售渠道一较高下，为客户提供后者所不

位置及消费行为。

的确切位置，同时还能长时间地追踪他

全摄像机为购物者拍摄的数百万张照片与

对此，Ray Sikka 提出：“Sensitel 注重灵

们的动向。

现有客户图像库中的照片进行比对。也正

活、创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通过

为了能够更快地获取、分析这些信息，

投资 Apache Spark 实验室、向开源社

然 后 提 供 给 商店 经 理 用 以采取 行 动 ，

Sensitel 的 CEO - Ray Sikka 谈到：“很多

区贡献 IBM SystemML 机器学习技术，

Sensitel 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实时分析的

客户倾向于到实体店选购而不是在线购买

IBM 已经成为了 Spark 生态系统的主力

大数据平台。为此，Sensitel 希望找到

的原因是，他们希望能在采购产品之前，

军。长期以来，IBM 都非常积极地与我

一种运维管理服务来帮助它利用

先通过和店员交流来了解产品的实际情况。

们这些初创公司开展合作，对此我们深

Apache Spark 的诸多优势，因为这项强

但如果进店后不能很快地找到能提供服务

感欣喜和荣幸。”

大的开源技术不仅能够实现海量内存数

Sensitel 全新的 IoT 零售业解决方案基

据的处理，而且在处理效率上也远远超

Ray Sikka 说道，“我们正在开发一款系统，

于 Sensitel SENS Platform 构建，能够

过了 Hadoop 等第一代大数据平台。

它能够识别来访频率较高的购物者，并通

连续不断地处理从机器、仪表、传感器、

通过使用 IBM 的软件即服务产品 - IBM

我们希望以后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

设备、云服务中获取的数据，利用预测

Analytics for Apache Spark ， Sensitel

我们会尽力帮助零售商了解其店内客流量

性模型来识别其中隐含的模式，并快速

可以完全省去在企业内部设置 Spark 集

最大的位置，同时也为他们实时提供顾客

提供洞察力。Sensitel 推出此款解决方

群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并在非常短的时

所在位置和行为模式等信息。这有助于商

案的目的在于帮助零售商为客户提供新

间内完成 Spark 环境的配备、部署和扩

店经理适时适地地分派销售助理，以求最

一代的购物体验，提高客户对其品牌的

展 。 此 外 ， Sensitel 还 能 使 用 相 同 的

大程度地为大批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忠诚度和满意度，使零售商能够从容应

SLA，获得全球企业青睐有加的全天候

对仅以网络为渠道的同行带来的竞争压

可用性、零维护需要等种种优势。

能提供的购物体验，比如：与店员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互动，亲身体验产品的性能、
特点等等。

的店员，他们就会失望，当然也不再有购
买的兴致，而这将直接导致商店的销量下
滑。

能够探测到其手机在不断搜索 Wi-Fi 访

力。

2

推进产业渠道的技术创新

是因为 Apache Spark 出色的性能表现，
Sensitel 解决方案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执
行此类分析以支持实时店内决策；另外，
Spark 全运维管理服务也能为 Sensitel 的
开发人员和数据科学家节省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让他们可以更专注于分析和部署工
作。

过为他们提供愉悦的购物体验来回馈他们
对产品的长期支持。我们能够根据购物情
境来提供定制型产品及服务，比如客户在
电子产品商店选购电视机时，就可以欣赏
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和音乐。做到这一
点的关键在于整个系统的无缝集成，要在
不干扰购物体验的同时，确保商店的物理
环境能够实时响应每一位购物者的需求。

更进一步说，面部识别系统还可以帮助

这一技术的衍生应用将使零售业的服务方式

我们识别客户的情绪变化，如果他们出

得到大幅扩展。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用相

现生气、不满或失落等负面情绪，系统

同的方法在其他领域实现更为智能化的人员

就会自动向零售商发送提醒消息。或从

分派，比如重大体育赛事的安保人员、机场

医疗情境来看，类似的解决方案也能在

的服务人员，以及医院的医护人员等等。可

患者出现不适时向护士发出提醒。”

以说，我们能够实现无限的可能性。”

一周内实现开发和部署

革新零售业

在编程马拉松期间，Sensitel 仅用了一周

SENS 解决方案还能让零售商在业务运营方

时间就完成了面部识别功能的构建。由

式上作出更大幅度的改进。举例来说，该解

于 IBM Data Scientist Workbench 数据

决方案与 IBM® Campaign 软件无缝集成，

科学工具集支持快速模型构建，能让开

使得商店经理可以将目标产品实时发送给特

发人员将作业提交到 Spark 集群接受快

定的用户。

速分析，因而 Sensitel 的编程马拉松团

“如果客户长时间地浏览某个系列的笔记本

队就可以轻松地共享代码并划分开发任

电脑，经理可以有针对性向客户发送某些机

务。借助这款 IBM 解决方案，Sensitel
团队能够轻松地使用 Scala 语言（也就

型的折扣信息，以此来鼓励客户购买产品。”

加强员工与客户的互动

Ray Sikka 如是说，“大体来看，通过自动探

先进的 Sensitel SENS Platform 为广大

商将他们员工分派到客户所在位置，成功地

零售商提供了绝佳机遇，让他们能更具

将购物者转变为购买者。据我们估计，员工

开发应用和算法，而无需担心大数据基

战略性地在店内分派员工。

与这些购物者的互动频率每提高 10%，零售

础架构可能存在的复杂性。

Ray Sikka 继续说道：“如今，零售商可

询结果，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发现并解决

另外，Spark 还有助于确保数据的统一

以借助物联网的诸多优势，实时掌控客

问题。

性，让用户能够更轻松地完成数据分析，

是 Spark 本身采用的编程语言）来编写
代码，还能使用 IBM 为 Spark 社区提供
的开源 SystemML 机器学习库。此外，
Data Scientist Workbench 提供的交互
式开发环境也是一大优势，它能在开发
人员编写查询请求的同时向他们展示查

Sensitel 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完成系
统的构建，其原因在于 Data Scientist
Workbench 和 Apache Spark 都支持多
种高级编程语言，让用户可以更专注地

户在店内的确切位置，然后有针对性地
在店内分派员工。比如，如果商店经理

而对比其他大数据技术，Spark 在代码

看到店内的某一区域有数百名购物者，

编写方面的要求也会简单很多。这不仅

但同时又只有三个员工，那么经理就可

能提高数据科学家和开发人员的工作效

以召集更多的销售人员到该区域提供服

率，还能帮助企业更快地实现业务价值。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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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客户需要帮助的时机，我们能够帮助零售

商就可能在销售额上实现 5% 的提升。同样，
企业也可以更快地获得他们在这些技术上的
投资回报。”

目前，Sensitel 着手改进连锁鞋店，帮

提出完全不同的新问题

Ray Sikka 继续谈到：“借助这些通过新

之前需耗费的等待时间。这些连锁店通

进一步来说，Sensitel 推出的创新型产

商将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极其

过在不同分店实施不同的策略，便可以

品及服务能够让广大企业就其业务提出

优质的购物体验，从而在与网络销售巨

找出最有效的改进方法，从而确立最佳

更多具有批判性的新问题。

头的竞争中拔得头筹。”

的实践方案。

对此，Ray Sikka 解释道：“目前，很多

Ray Sikka 总结道：“IBM 正大力注资

对此，Ray Sikka 指出：“我们可以在商

主要商业街的零售商都陷入了一种迷茫

Apache Spark 等前沿的开源大数据技

店设计方面提出改进建议。比如，我们

的状态。他们往往无法回答一些最基本

术。对此我们有理由相信，IBM 就是我

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客户会光顾或者

如欲了解有关来自 Sensitel 的 SENS 及其他产

通过研究某零售商旗下的大型多层商场，

们这些创新型初创公司的理想合作伙伴。

发现很少有客户会去商场的第三层进行

离开某些商店？他们是否购买了产品？

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选购。为此，我们重新设计了商场的格

他们在店内停留了多长时间？他们为什

局，让第三层从底层看起来更明显，最

么没有购买任何产品？

终吸引了更多客户光顾该商场的上层商
区。”

助他们评估销售人员在为客户提供服务

数据获得的洞察力，主要商业街的零售

在 IBM 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开发出更

• IBM® Analytics for Apache Spark
•
IBM Data Scientist Workbench

采取下一步行动。

sensitel.com

多 IoT 解决方案，实现整个行业的华丽

IBM Cloud Data Services 提供完整的数据和

转型。我们希望能与 IBM 开展更紧密

分析服务组合，提供独特而无缝的产品集成，

可以说，现在大部分的零售商都只会分

的合作，为这一革新型技术找到更多用

借助灵活的部署和定价选择更快地构建应用，

析销售点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能帮

例。”

更 轻 松 地 获 取 新 的 洞 察 力 。 如 欲 了 解 IBM
Cloud Data Services 如何帮助企业快速、成

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其实，通过利用

本高效地解决各种大数据问题，敬请访问 ibm.

安全摄像机 Wi-Fi 等其他资源提供的可

biz/clouddataservices。

用数据，销售商就能大受启发，获得有

联系我们

助于改进运营模式的全新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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