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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2022年将出现的客户体验七大发展趋势



概述
客户体验对您的客户和员工越来越重要，而且它在不断演
变。那么，您的企业该如何跟上其发展速度呢？为此，
Mendix公司与全球领先的GSI和财富200强公司Cognizant合
作――后者在制造业、生命科学、通信/媒体、零售和医疗保
健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以帮助您认识2022年需要了解的客户
体验七大发展趋势，确保您的企业在竞争中保持领先。



成功的 
客户体验 
是怎样的？
请花点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您询问任何曾有包裹被送到家门口的人――他会告诉您，成
功的客户体验就是能够购买该物品并跟踪其物流信息，直至它被
送达家门口。或者，您可以询问任何被追尾的、必须办理保险索
赔程序的人――他会告诉您，成功的客户体验就是能够提出索赔
并快速解决问题。

或者，假如您走进某个工厂，这里的车间工人是您的客户。对他
们而言，成功的客户体验是扫除阻碍其快速完成工作的人工障
碍。为此，您可以用数字镜头来观察这个工厂，让这些工人和您
自己全面地了解该工厂的孤立数据，从而将通过SAP查找损坏的
零件和订购替换件等工作改造为一个无缝的流程。

客户体验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每个行业，每种类型的服务、软
件、硬件或产品中，它因人而异，因为它是您的客户在与您进行
交易时的一种感受。

最终，客户体验需要发挥作用，即在用户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发
挥作用。客户希望能够选择以何种方式与您的产品和服务进行
交互。这种交互是完全无缝的，用户甚至不会想到需要采用何
种技术才能实现这种交互。成功的客户体验总能预见并满足用
户的需求。

正如您所想象的，消费者对客户体验的期望值很高。普华永道的
数据显示，80%的美国消费者认为，速度、便利和专业的帮助，
是构成良好客户体验的最重要因素。您需要不断作出改变――理
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您最有效的广告工具。普华永道的数据
显示，65%的客户发现，客户对品牌的良好体验比高投入广告更
具影响力。

客户体验是达成交易的有效手段。良好的体验能够让用户不再过
度关注价格。事实上，提供良好客户体验的企业通常对其产品和
服务设定了16%的价格溢价。

客户体验不止面向消费者。

在B2B领域，您的员工也是您的客户，他们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客
户和承包商。通过数字化和自动化来优化工作流和流程，可为内
部受众创造良好的体验。例如，在制造领域，通过将PLM、ERP

和CRM等不同的系统整合在一起，可支持数据录入和共享，从而
帮助员工实现人工流程的自动化。此方法可创造最佳体验并改善
员工的工作条件，以便他们为外部客户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树立工厂或企业的数字形象，有助于您在为内部员工的客户提供
支持方面迈出更大的一步。与此同时，您还需要将各种不同的系
统相互连接。获取的数据越多越好――从联网的服装和可穿戴设
备，到物联网互联机器和环境，您都可以利用所获取的数据来创
造价值。核心系统之间的连接越到位，数字形象的效率就越高，
从而提升机器维护或物流规划等流程。

如今的客户体验需要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的交互方式。我们需要
对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结合作出响应，才能真正创造这种良好
的客户体验。

我们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您也应当根据这些变化
来打造客户体验。

为开发客户体验，您需要不断了解用户，并确定投资于哪些技术
（以及哪些技术只会流行一时）。要打造卓越的客户体验，就需
要对开发方法和工具作出恰当投资，使您的产品摆脱原型禁锢，
并融入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之中。您绝不希望花费数十万美元购买
某个开发工具包，到头来却发现，所追赶的趋势已从市场上消
失。您也绝不希望投资引进在某个特定技术领域拥有经验的开发
人员，到头来却发现，该技术已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如果您未掌握恰当的技术来适应各种变化并迅速作出相应改变，
那么，这个不断演变的、被称为“客户体验”的目标所产生的技
术负债可能会迅速累积。

预期将出现的客户体验七大发展趋势
我们选择与Cognizant合作，是因为其处于低代码/无代码技术
领域的前沿，并大力投资建设低代码开发中心。由于客户体验
不再是某种一步到位、一体适用的方案，因此，您需要确保对
客户体验中的不同系统、模态（设备、触点）和人物角色进行
持续监测和评估，并通过持续迭代，为客户提供始终满足其期
望的体验。

因此不难理解，低代码为何正在成为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用于
改善客户体验的技术。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您将发现，世界各地
的企业都在利用低代码这一工具来增强 

客户体验并减少技术负债。



客户体验的开发不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2022年，此过
程将转变为客户体验管理。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客户旅程不再是单一的单触点体
验。如今的客户和员工希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所需的信
息和功能。在为撰写《轻松的体验》（Effortless Experience）一
书而开展调研的过程中，该书作者Dixon、Toman和DeLisi指出，
“一些试图使用自助服务但被迫拿起电话的客户，与一些得以通过
首选渠道解决问题的客户相比较，前者的不忠诚率高出10%。因
此，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转变都会产生切实的影响。”

以客户门户网站为例，您的客户可能在电脑上浏览企业网站中的产
品，并在当天晚些时候使用语音助理完成订购，然后在下周，使用
手机来查看订单状态；或者考虑对仓库中的一件设备进行维护，现
场维修工程师可能需要采用增强现实（AR）技术来检查该设备、
在移动设备上录入信息，然后在电脑桌面上整理这些信息。

在此例中，您还需要考虑到多个人物角色（稍后将详细介绍）。对
于您提供的各种功能，将分别产生不同的客户旅程。例如，该现场
维修工程师可能需要向仓库经理报告设备状况，仓库经理可能需要
不同的功能，并需要访问不同的数据集。

最重要的是，客户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技术层出不穷、客户偏好发
生转变、环境出现变化……您需要快速应对这些变化，以确保始终
提供最佳的客户体验。

客户体验管理需要考虑到所有需求、模态和人物角色，但做到这一
点并不容易。

支持的模态（触点、设备等）越多，意味着所需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也越多。随着您的企业逐步探索移动开发平台、增强现实工具和物
联网传感器（以及其他一项或多项新技术），企业产生的技术负债
将增大。事实上，物联网设备的总安装基数预计将从2021的138亿
件，激增至2025年的309亿件。如今，可用的开发人员非常稀缺，
更别提能否找到能以不同模态打造复杂客户体验的高技能开发人 

员了。

软件开发者的失业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满足不断变化的需
求，传统的瀑布式项目管理方法将难以为继。

2022年，企业将更认真地使用敏捷和DevOps方法来加快迭代速
度。用于构建能力的模块化方法将帮助企业创建可重复使用的组
件，以便开发人员将这些组件用于多款不同的应用程序，从而缩短
开发周期。

除了敏捷方式，预计低代码开发平台也将更多地参与到客户体验管
理当中。通过低代码提供的基于模型的开发和开箱即用的集成，企
业将能够更快地迭代和部署新的软件版本，并能 

够在核心系统正常运行时，更新操作和流程。

客户体验开发
现已转变为 
客户体验管理



您所构建的应用程序将被多个人物角色使用。在整个供应链、 

审批流程或服务请求中，都涉及许多不同职责的人物。 

这意味着，支持这些流程的应用程序需要提供 

全面的客户体验，并考虑到多个人物角色、各种 

模态、定制功能，以及针对不同类型信息的认证 

访问级别。

要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就需要不断适应 

应用程序用户及其工作角色和需求，即实现 

“超个性化”。

超个性化有助于实现收益增长。49%的购买者 

在享受更多个性化体验后，会作出冲动购物行为。

要实现超个性化，需要依赖于数据和人工智能（AI）。

原因如下：利用数据，您将能够以独特 

的方式适应用户的需求及其使用背景。

为此，您需要了解用户如何与应用程序进行交互。 

您可以从反馈循环着手。

您发布的迭代次数越多，所建立的反馈周期就越多。 

您从反馈中收集的信息越多，就越有助于训练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训练得越好， 

应用程序的自动化程度就越高。然后，自动化可帮助 

您扩大规模，以大幅提高应用程序对 

客户而言的独特性。

扩大规模意味着创建更多的模态或触点， 

以便将之前无法数字化的对象和活动予以数字化， 

进而提供更优的客户体验。

训练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加快反馈循环的速度， 

这意味着缩短迭代周期，正因如此， 

在新客户体验的开发过程中，低代码 

平台等快速应用程序开发工具至关重要。

“超个性化” 
概念的兴起



要想在数字领域展开竞争，开发移动端应用是前提。因此，务必
要确保所选择的开发软件既支持基于AppStore的移动端架构（原
生和混合），又支持基于浏览器的架构（Web和渐进式Web应用
程序(PWA)），以便为各种移动端场景提供最佳的客户体验。

建立正确的架构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物角色、背景和设备对不同功
能的需求。您需要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您的移动端应用最适合采
用基于AppStore的移动端架构，还是基于浏览器的架构。然后，
您需要在Web/PWA或原生/混合架构中进行选择。每种架构的优
缺点各不相同，因此，您需要明智地作出选择。

如果您需要打造能与任何设备功能相集成的丰富用户体验，则可
选择原生架构。如果需要离线使用而不依赖于AppStore，则可选
择渐进式Web应用架构。如果您担心开发和维护成本过高，则请
采用响应性Web架构。领先的移动端开发平台可同时提供PWA和
原生架构，以实现同类最佳开发方案。

为什么呢？因为原生架构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基于AppStore的架
构，而在基于浏览器的架构中，PWA胜过Web架构。同时提供
PWA和原生架构，让企业能够同时开发基于这两种架构的最佳应
用程序。

移动端的普及并非其重要性的唯一原因，其原因还包括移动设备
的发展演变。这些设备正在从数据获取转变为数据采集。如今，
手机摄像头的精密度和专业性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通过
读取条形码或二维码或者AR应用程序，移动设备不仅仅供用户接
收信息，还可为其提供信息。

目前，通过5G网络，提供这些信息变得愈发容易。如今，您的应
用程序及其用户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进行通信。然而并非所有用
户都能享受5G连接的便利，某些地区的用户根本无法建立连接，
您的应用程序还将需能离线运行。因此，对于无法保证始终稳定
的互联网连接的用例，务必采用离线优先设计。

移动端仍然是 
试金石 + 原生和
PWA架构



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互联和智能环境。2022年，数字世界
和物理世界将继续发生碰撞――不仅仅停留在“移动端”。

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已成为潮流。将数字定制扩展至车间、仓
库或建筑工地，例如施工外套或头盔等互联的可穿戴设备，
它们不仅能显示信息，还能很好地感知员工的健康状况。

可穿戴设备不仅改变了员工的操作方式，而且就像前文探讨
的移动设备的变化一样，可穿戴设备也改变了数据收集方
式。因此，您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从互联服装中接收到的
大量数据。

这些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取的信息还可与物理环境中的设备结
合使用。例如，传感器可检测挂绳或智能手表上的凭证，以
判断是谁进入了工厂或实验室的特定区域。又如，将可穿戴
设备与增强现实（AR）相结合，访客可戴上智能眼镜，并在
AR指示的引导下，进入大楼中的目标区域。

用数字技术来增强实体，是打造新客户体验的一种方法；此
外，您还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来复制实体。构建某个对象或
系统的虚拟形象，有助于更快地开发创新成果。

物理资产上的联网传感器可将信息传递给数字资产，以帮助
您更快地分析并预测结果。借助数字孪生，您不仅能够更快
地实现创新，还能够从互联世界走向一个智能甚至自治的 

世界。

关于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交
互需要尽可能地实现无缝化。例如，当有人使用AR与机器交
互时，需要确保提供正常的AR体验，这样他们才能关注于机
器而非技术。

归根结底，无缝的客户体验意味着，在正确的时间获得正确
的数据。无论是跟踪包裹的交付，还是工厂车间里从一个空
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的人员，都需要在所需的时间交付所需
的信息，以便收集正确的见解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要掌握这些信息的无缝传输路径，则需要实现紧密且灵活的
数据集成。正因如此，在首次开发移动端应用时，务必要选
择正确的架构。

不再“仅支持 
移动端”



在本章节，您无需佩戴耳机，客户旅程不会因为设备而停
止。技术越先进，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就越深入。下
面，我们就来探讨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

虽然AR和VR可能永远达不到移动设备的普及水平，但它们正
在进入一个离您很近的行业。制造业等领域已出现广为人知
的AR技术用例，而且一些企业已在部署AR技术。利用AR技
术，制造商可创建新产品的3D模型，并在这些产品进入组装
线之前，对其进行质量保证检查。此外，通过使用AR应用程
序，可让员工提供组装或维护说明，以帮助优化维护。在某
些情况下，AR还被用于加快和扩展实习培训和技能提升的进
度和规模。

此外，还有一些行业需要应用AR/VR技术，但不太为人所
知。例如，保险行业采用了一些移动端应用，以便核保人拍
摄事故照片，并借助AR和图像识别技术，帮助评估损失。

AR/VR还能帮助我们学习。在教育或学习培训领域，一些教
育培训企业正在使用VR技术来创建沉浸式的课堂或培训体
验。恰当的VR体验甚至能保护我们自身及员工的安全。例
如，在其他需要由工人搬运危险材料的行业，企业可利用VR

来给员工提供培训，以避免受伤风险。

AR + VR将特定 
于具体行业



在当今时代，连接就是一切。您需要以更好的方式
与您的客户建立连接，即使在离线情况下。您不仅
需要建立让客户彼此连接的体验，您还需要根据各
种模态和背景来建立全局连接。

要提供无缝的客户体验，即从一种模态或背景跳至
另一种模态或背景，而不出现中断或卡顿，则需要
实现顺畅的系统集成。

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如何集成系统。您需要确保这些
系统之间能够相互通信、在适当时共享数据，并拥
有一套标准的用户界面，以便顺畅地从一种模态切
换至另一种模态。

为了在不同的模态和背景下创造连贯的体验，您可
以利用提供即用型API的技术来连接不同的系统和
数据源。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将核心记录系统连
接在一起，并专注于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客户
想要什么。

即用型API正在 
促使连接方式 
发生改变



您是否了解人力管理中的首要挑战是什           么？――并不是休息室
里坏掉的咖啡机（尽管这是个问题）。根据Gartner于2020年开展的
CEO调研，该首要挑战在于过时的工作流程。无论是纸质流程还是 

电子邮件审批工作流，僵化的流程都让员工感到崩溃。

哪些人会体验这些僵化的流程呢？――您的员工和客户。  

他们为完成工作而需要查找的电子表格、纸质表单、电子邮件  

或是胡乱拼凑的一系列系统，当这些文件无法以正常或所需方式查看
时，体验会变得十分糟糕。

要增强这些体验，首先需要构建一些应用程序来运行这些业务流程。您
可以寻找一些基于模型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开发工具，以便更轻松地构
建用于控制业务流程的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更轻松地将核心记录系统与
这些应用程序相集成，以避免数据源过于分散。

有时候，最佳的体验是无任何体验。如果您能够将用户的许多任务自
动化，用户就不必自行执行这些任务，从而免去各种点击操作及节省 

时间。

不必从一个系统跳转至另一个系统？――这听起来像是一次 

成功的客户体验。就像不必走到打印机处拿取表格？――对您 

的用户来说，这可谓梦想成真。

自动化是最新 
 “参与者”



创造成功的客户体验并非易事，即便您知道明年会
发生什么。

例如，您的堆栈将获得更多技术支持、您的团队将
引进更多开发人员、每天有更多时间来建立连接。
那么，您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所有这些不
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并避免产生技术负债？

大处着眼。技术进步如此之快，很难不去想象――
您能为客户创造哪些可能性。

小处着手。然而，可能性的范围是巨大的，因此，
不要轻易尝试一次性构建所有体验。一次只需构建
一个体验。

快速行动。利用敏捷开发方法，并利用低代码技术
予以增强，从而更快地交付和迭代软件。此外，利
用多体验开发平台，以便类似企业在一站式商店
中，开发各种技术。

无论您使用哪些方法，要始终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
需求，最大的关键是要明白没有一劳永逸，并做到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快速行动。

祝您成功！

尾注
i. Puthiyamadam. Tom. 2018. “体验就是一切：如何创建良好的体验”：https://ww.w.com/

us/en/zz-test/assets/pwc-consumer-intelligence- series-customer-experience.pdf.

ii. 同上
iii. 同上
iv. Dixon、Matthew、Nick Toman和Rick DeLisi。2013年。《轻松的体验》。Porfolio.

v. Vailshery, Lionel。“2010-2025年全球物联网和非物联网活跃设备连接。”2021年。https://
www. satista.om/statistics/1144/iot-number-of-connected-devices-worldwide/.

vi. 2020年。《软件开发人员概述》：https://money.usnews. com/careers/best jobs/
software developer.

vii.  “细分市场调查结果表明，当消费者享受个性化购物体验时，他们会花更多的钱，但大
多数零售商都错过了这一机会：2017年。Globenewswire News Rop https://www.
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7/10/25/1300518/0/en/Segment- Survey- Finds- 
Consumers-Wil- Spend-More-When-Their-Shopping-Experience-is-Personalized-but 
Most-Retailers-are Missing-the-Mark.html.

接下来……



您 可 能 感 兴 趣 ：

2021 Gartner® 
多体验开发平台 

魔力象限

立即查看

https://www.mendix.com/resources/gartner-magic-quadrant-for-low-code-application-platfo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