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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智能是消费品公司用以进一步提高

数字化成熟度的几大颠覆性技术之

一。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执行及/或优

化任务，制定更好的决策，完成通常需要借助人

类智慧完成的工作，例如基于部分或不确定的信

息和学习，制定规划，进行推理。”
1 
因此，人工智

能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提升客

户体验。

 • 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消费品公司可从以下

几方面获益：

 – 自动化流程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效率，提升业

绩，削减成本。

 – 依靠人工智能对潜在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维

度进行编排，可实现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和

服务创新。

 – 先进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快速优化科学决策，

分配资源，并有效扩张业务规模，从而增强

决策能力。

 • 消费者可从以下几方面获益： 

 – 个性化产品。在服装、时尚以及体育休闲领

域，产品设计需要符合购买者的个人特征和

需求。食品和饮料公司可以利用数字印刷技

术定制包装。

 – 线上产品推荐。由算法驱动的用户界面可根

据对消费者购买习惯以及产品偏好的评估，

提供产品推荐，从而打造相关度、趣味性和

满意度更高的购物体验。

 – 及时服务。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供应链网

络可显著减少周转、交付以及客户服务的次

数。

图1列举了一些适用于消费品行业的潜在人工智

能用例。这些应用按照认知技术的主要类别分

类为：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语言技术、机器学

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

消费品公司可借助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升效率，提供个性化服务，最终实现

终极目标：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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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 

语言技术（认知）

机器学习（认知）

计算机视觉（认知）

通过分析商品流动，改进供应链管理

互联供应链（可追溯性与可见性）

在生产过程中确保
产品的真实性

质量控制

利用预测模型识别“高风险”情境

食品与产品安全

扫描/监测社交媒体，以保护品牌声誉

品牌声誉与社交媒体监测

开发多种利用技术与客户互动的方式，根据
客户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全面提升客户体验

客户体验与互动

实现全供应链资产实时追踪，为
制定决策提供支持

资产追踪

在创新过程中，针对迭代和新的变体提供建议

产品开发与创新

分析大型数据库中的多个变量，
为决策提供支持

数据分析与规范性建议

监测数据点，识别高风险情境，
从而降低风险

运营安全

利用算法确定定价并预测需求

定价促销与预测

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监测社交媒体
对话中的图像使用，尤其侧重图像追踪与识别

安全

图 1

消费品行业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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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嘉士伯试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新的啤酒口味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色谱和光谱技术来检测口味和香味。这种方式既繁琐又耗时，利用这些技

术开发一种新口味可能需要8至24个月。在最新的研究项目——“啤酒指纹识别项目”中，嘉士伯利

用基于人工智能的传感器快速检测啤酒的口味和香味。2 这种用于测定风味的传感技术可将开发新

啤酒口味的时间缩短30%。嘉士伯希望借助这项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将新的啤酒口味推向市场。3 
该项目的成功使其他行业（包括制药和食品行业）看到了开展类似应用的可能。

雅诗兰黛使用聊天机器人帮助消费者找到理想的口红

雅诗兰黛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面部识别专利程序开发了一款聊天机器人，帮助线上客户挑选并

购买理想的口红。这款聊天机器人已在Facebook Messenger上推出，网络和手机用户可与雅诗

兰黛旗下的精选口红品牌进行互动。此外，聊天机器人还会对客户进行测试，并为他们推荐合

适的色号。4

人工智能应用

助力企业引领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通过提高效率，提升客户体

验，帮助消费品企业形成竞争优势。企业或可

通过分析我们列出的潜在用例确定应用方向，

并自主开发定制的人工智能应用。此外，企业

还可重新审视产品、市场营销、广告以及客户

服务战略与策略，将人工智能应用到这些面向

消费者的领域。随着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和

体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们的偏好和行为也

将发生改变，消费者期望获得人工智能体验将

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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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于数据做出明确选择，在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创造企业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决策，才

能自信迎接未来。针对此类问题，德勤提供认知与分析咨询服务，利用数据、分析、机器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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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现业务转型。 欲了解更多德勤的认知咨询服务优势，敬请访问Deloitte.com。

德勤行业洞察力中心是Deloitte LLP消费与工业产品业务的研究机构，旨在帮助消费和制造行业利益

相关者获取重要商业洞察，包括新兴趋势、挑战以及机遇。凭借第一手研究和严谨的分析，本中心

为客户提供独到见解，致力于成为获取关键、及时且可靠洞察的可信来源。欲了解更多内容，敬请

访问www.deloitte.com/u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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