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洪勇：

我能感受到
新 零 售 对 我 们
生活的变化，在
这 里 上 班 很 快
乐，同事间氛围
很好，我们的付
出 能 让 盒 区 房
的 成 都 人 生 活
更好，这种成就
感 是 其 他 地 方
给不到的。

陈俊儒：

选择与天猫
合作，原因之一
就是看中了其利
用大数据实现精
准供给的能力，
很好弥补了传统
商超的短板。

可以预见，
基于小蜜等机器
人的应用，传统
的大量客服人员
将 从 机 械 的 重
复 工 作 中 解 脱
出来，投入到类
似 于 机 器 人 训
练 师 等 更 有 设
计性和创造性的
工作中去，客服
行业从业者的整
体能力将迎来本
质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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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零售的不断演进，催生了许多
新零售的“新人类”，催生了大批对口的职
业。淘宝天猫被称为阿里新零售的底座，今
年 1 月 31 日，阿里召开别样商家峰会，会
上，阿里巴巴CCO对外公布其在人工智能
服务领域的进一步计划：机器助手正式发
布，让人工客服有了“机械臂”，目标解放
90%服务压力；发布人工智能训练师认证体
系，计划培养10万高价值机器人“饲养员”，
这10万人创造的价值可能是超100万人甚
至更多。基于技术和大数据，人得以投入到
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中去。

智能客服成家族
阿里机器阅读破世界纪录

2016 年，阿尔法狗和李世石的一场大
战让全世界将目光开始聚焦在人工智能。
几乎大战同期，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智能
服务机器人——阿里小蜜发布上线，人工
智能在电商服务领域率先实现产品化应
用。同年双11中，阿里小蜜承担了超95%的
咨询服务，一举成为双11的服务主力。

2017 年，国内外企业纷纷布局人工智
能，这一年也被称为人工智能商业化、产品
化应用的元年。这一年，小蜜家族先后迎来
商家版店小蜜、企业版云小蜜、热线小蜜等
多个新成员，智能服务产品成“团体”。2017

年双11，阿里小蜜家族单日共完成对话1.2
亿次，是目前世界上单日接待量最大的客
服机器人。如果按照每人每天接待250人来
计算，这相当于16万名客服工作量。

2018尚未满月，1月11日，由斯坦福大
学发起的机器阅读理解领域顶级赛事
SQuAD刷新排名，令业界振奋的是，人工智
能的阅读能力打破世界纪录并历史上首次
超越人类。由阿里巴巴IDST团队和阿里巴
巴CCO线联合提交的SLQA +模型成为新
纪录的开创者，而这一模型正是阿里小蜜
的关键技术之一。

给一线客服配上“机械臂”
目标减轻90%服务压力

消费者下单平均要问多少个问题？答

案是3个。机器能回答的问题能覆盖多少？
答案是超过90%。

过去两年，阿里小蜜家族快速扩大，系
列产品在多种业务场景快速落地。在诸如
尺码推荐、产品咨询等多个场景中，机器人
的服务满意度已超越人工。

今年1月阿里巴巴宣布小蜜家族再次
迎来升级，发布机器助手，全程无缝帮助人
工工作，给人工“装”上一只“机械臂”。开启
机器助手后，人与机器的配合方式将转为
实时配合。消费者发起的每个问题由机器
先进行系统判断，非复杂问题继续由机器
作答，复杂问题人工完成。经过这样的判
定，最终人工客服将只需要回答机器无法
完成的剩余问题，而这一比重可能只有10%
甚至更低。

2017 年 10 月 16 日阿里巴巴官博公开
招聘“机器人饲养员”，短短十几个小时即
收获数百封应聘简历和无数问询。网友纷
纷发问：机器人怎么喂？机器人菜谱长啥
样？机器人饲养员有哪些能力要求？一时广
受热议。

据阿里发布的招聘内容中显示，机器
人饲养员的职责主要有四个：为机器人宝
宝制定食谱，科学喂养；教机器人说话；帮
助机器人搭积木，也就是搭建机器人成长
模型；最后是要带机器人宝宝去交朋友。
其实通俗的理解就是作为阿里 AI 客服的

人工调教师，机器人的本名是阿里小蜜后
改为店小秘，2016 年 3 月推出，是为商家
开发的智能客服，作为 AI 程序驱动的“客
服”，需要专门的“保姆”饲养不断提高正
确率。

2015年初海桐通过社招进入森马做一
线客服工作，2016年6月森马引进智能客服
机器人“店小秘”为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新契
机。由于既懂客服业务也有强大的学习能
力，海桐很快成为机器人训练员里的佼佼
者，半年内屡次被升职加薪，被任命为服务
经理。

其实，海桐和新零售也是互相成就，据
数据显示，在海桐的“辅导”下，森马“店小
蜜”不断进化，问题解决率已达到 65%~
70%，甚至学会了鼓励买家下单，大大提高
了客服人员每天的效率。2017年，由机器人
店小蜜给森马单店带来的服务成交超3亿，
占到所有人工服务转化的35%。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阿里生态体系
内，已有机器人训练师近万名。甚至催生了
专为企业提供机器人训练的第三方服务商。
可以预见，基于小蜜等机器人的应用，传统
的大量客服人员将从机械的重复工作中解
脱出来，投入到类似于机器人训练师等更有
设计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客服行业从业
者的整体能力将迎来本质性升级。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付丽丽

盒马鲜生的90后拣货员陈洪勇，电子
科大IT专业出生，如今是盒马莱蒙都会店
里一个拣货小哥，穿着蓝色的工作体恤，皮
肤黑黑的，属于那种暖男，但就是这个外表
看起来很斯文的男生，却暗藏着惊人的体
力，至今还保持者盒马内部的一个纪录：陈
洪勇平均每天都要走三万多步，最高一次
在 3 月 31 日门店大促，公司钉钉运动排行
榜排到了全公司第一，达到56780步，相当
于四十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一个马拉松。

每天三万多步是他的日常，手持一个
RF设备，上面随时都会收到周边3公里范
围内顾客从盒马 App 上下的单子的数据，
接到指令之后，立刻在脑海中闪过路线图，
随后迈开步子，在卖场里自己负责的区域
飞奔拣货，把货放到袋子里，通过悬挂链传
到打包区。因为盒马是要求30分钟送达，给
拣货的时间只有3分钟，所以每天都像“超
级玛丽”，在和时间赛跑。“要在两三分钟内
完成一单商品拣选，需要对商品陈列和店
内的动线非常熟悉，哪里是生鲜区域，水果
蔬菜在哪里早就已经烂熟于心。”

商品被陈洪勇这样的拣货员完成拣货
之后，在莱蒙都会一楼的另一个侧面，装在
银色的箱子中，不断经由升降传送带从地

下一楼的仓库中被带出。这些商品已按照
订单分拣完成，配送员已经在门口集结，只
需要将对应的箱子固定在电瓶车上。而光
这个门店的配送员就有100多人，到用户楼
下时，配送员再从箱子中取出商品二次分
拣。从后台分拣到出库，所花时间需要被控
制在10分钟以内。

六千平米的店面按照冷冻、海鲜、休

闲、联营等来分，因为陈洪勇年轻体力好，
他负责全场的拣货，而前场大约有1000多
个SKU的商品，因此不经意间成就了这个

“马拉松小王子”。像他这样的拣货员店里
前场加后场总共有22个人。

每天一个马拉松是个什么体验？陈洪
勇笑着说：“刚来的时候觉得有点累，还瘦
了几斤，最近又胖回去了128斤了，可能是

公司食堂福利比较好吧，所以走路能减肥
什么的，好像也没啥道理。”

陈洪勇说，高中时体育非常好，最爱的
项目是足球。因为每天走路太多，在盒马三
个月时间里一双运动鞋鞋底已经脱胶。“现
在都是两班倒，早上7点到下午一点，或者
中午 12 点到晚上九点，平均工作时长 9 个
小时，确实脚比较疼，我还在淘宝上下单了
一个脚步按摩仪。”

陈洪勇说自己每天接单件数超过了60
多单，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订单，可能会买
一条 60 多元的笋壳鱼，也有用户购买 200
多元的各类食材，还有用户购买的是400多
元休闲食品，也有只买一份老姜或者蒜的。

“最具挑战性的商品是冰淇淋，因为
避免天气炎热化掉，让顾客吃上口感更
好的冰淇淋，我脚板会跑得更快一些。”
上个月因为后场没有矿泉水了，只能从
前场调货，他突然在设备上接到了 86 瓶
矿泉水，他立刻找准货物目标，将它们全
部推到打包车里。“我能感受到新零售对
我们生活的变化，在这里上班很快乐，同
事间氛围很好，我们的付出能让盒区房
的成都人生活更好，这种成就感是其他
地方给不到的。”

新零售带来的不仅是成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新人类和新物种。据盒
马方面透露在成都开50家门店，预计将提供上万个新零售的岗位。为了保证3公里范围内的30分
钟配送，在新零售的每一个链条上都有这样的“新人类”或者机器人为之努力，分工协同。

编者按

宽敞、时尚的设计，“网红爆款”零食、
虚拟试妆镜、自主结算机……在天猫的加
持下，今年4月被天猫新零售“爆改”的川师
成龙校区佳禾便利店，成为了全国首个新
零售校园店。插上新零售翅膀的小店的日
营业额在短短一周时间上升了20%多。天猫
校园店挂牌这天，陈俊儒发了个朋友圈：

“历史性时刻，值得纪念。”也确实如此，他
的超市一不小心就拿了个“全国第一”。

成都样板将向全国输出
三年开进1000所高校

500平方米的小超市，但相比之前长到
望不见边的货架，短小精悍的“猫头”架隔出
的走廊宽敞了许多。分布在各处的自助扫码
结算机，减少了人工收银台排长队的现象。

3000多SKU，但三只松鼠、百草味等传
统超市难觅的“网红爆款”零食，以及随时
可见的“限时秒杀”价签，又令人仿佛正在
网购。以后学校师生在线上下单，30分钟内
即可送达。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这家改造后的新零
售门店，现场不少女同学排队体验门店中
的黑科技，看着屏幕就能“试妆”的“天猫魔
镜”面前，挤满了跃跃欲试的同学们。在互
动吧派样机前，爱美的女生们1分钱就能买
口红、或者麦片。

陈俊儒说天猫对小店最大的改造来自

新零售的“大脑中枢”位于超市二楼放着一
套智能数据系统，可以实时统计人流量区
域销售热度、进店男女的比例等。通过这些
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对商品的喜
爱，将货品陈列进行及时调整。

天猫大快消全渠道总监邵雄表示，未
来一年内，天猫要开设1000家校园店，“成
都样板”将向全国输出，三年内开进全国
1000所高校，服务2000万高校人群。

网购冲击
校园便利店行业高手遭遇瓶颈

川师成龙校区的佳禾便利店老板陈俊
儒，算得上川师的风云人物，不少在川师读书
或毕业的同学都认识他，已经开了20年校园
超市，打理小店的表哥因为幽默风趣的言谈

也成了同学喜爱的段子手。陈老板说他的3家
小店生意一直不错，直到2014年网购、电商开
始兴起，也逐渐感受到了网购带来的压力。

以前校园便利店很受同学欢迎，最高
时期一家店有20几个员工，像圣诞节、元旦
节购物的同学更是蜂拥而至，除了食品外，
吹风机、插线板等日用品更是十分畅销。随
着网购的普及，不少同学将更多购物的需
求转到了线上，“只要不是急需的商品，都
会选择去网购。”经常有同学买瓶两块钱的
矿泉水就走了。

他说，川师又是一个男女比例3：7的高
校，很多女生会选择一个寝室“组团”网购
牛奶、卫生纸，甚至有的同学一个学期都不
会到店光顾一次。这也让陈俊儒充满了焦
虑感，不少店员也因为看着店里的销量、利
率越来越低，感到没有发展离开了小店。

遇上“天猫”找到了“新路子”
短短一周日营业额上升超20%

面对行业的瓶颈，陈俊儒也在思考线
上和线下必须要结合，零售要走新路子才
能有更好的发展。过程中也有20多家各类
平台联系他寻求合作，但多数只是在供货
价格上给予支持，为小店做线上平台等单
一支持，陈俊儒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合作
方式，都一一回绝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合作伙伴帮忙对

接上天猫，听说有个校园店计划，正在西
南地区筛选合适合作伙伴。跟天猫接上头
之后，天猫大数据选聘，虚拟试妆镜、自助
下单、天猫互动吧等领取新品小样的黑科
技让陈俊儒很心动，决定一定要做全国第
一家被天猫新零售爆改的校园店。

“我是‘70 后’，我的顾客基本都是‘90
后’，这是有代沟的。”陈俊儒说，传统的校
园超市基本没有体验式、互动式的购物体
验，而商家也无从着手去收集和沉淀消费
者行为数据。天猫校园店的应运而生，恰好
解决了这一痛点。以前尽管知道要根据用
户需求来调整货物，但对于传统超市来说
并非易事，必须借助互联网企业的力量。他
选择与天猫合作，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其
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供给的能力，很好弥
补了传统商超的短板。

小店从今年2月28日开始爆改，4月2
日焕然一新的全国首家天猫校园店正式开
业，超市改造后，当月每天平均到店就比改
造前增加了1000人次。开业短短一周通过手
淘的专属本店会员已经超过了8000人，覆盖
了近一半的川师消费者。日营业额在短短一
周时间上升了20%多，陈老板也计划年底将
日营业额上涨50%，三年的时间提高一倍。

天猫大快消总经理古迈表示，新零售
不只是线上线下结合，从新技术的应用、数
据的分析到供应链的整合，天猫可以帮助
校园零售业态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

新职业
盒马成都的90后拣货小哥

最多时一天走五万多步

新趋势

新物种
新零售加码人工智能
阿里要培养10万机器人“饲养员”

川师大全国首家天猫校园店老板陈俊儒：
小店爆改焕新 现在比川师大网红还红

盒马鲜生90后拣货员陈洪勇正在为顾客订单拣货

全国首家天猫校园店

阿里巴巴西南总部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