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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通过对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概念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系统的建设目标和它应具备
的关键功能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系统设计的模式, 提出了一套
符合企业应用需求的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 最后在这一模式下设计完成了一个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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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ssential conception of the Customer Relat ionship Management ( CRM ) , the CRM s goals and its
key funct ions are analyzed f irst . Then the CRM s applicat ion mode is discussed too. In the end, a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 solut ion, which is a representat ive application case in ent erprises, i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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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营销学中有一条著名的 20% 80% 规则, 即 20% 的经常惠顾的顾客带来 80% 的利润. 这是因为一
方面企业节省了开发新顾客所需的广告和促销费用, 另一方面随着顾客对企业产品信任度的增加, 可以诱
发顾客提高相关产品的购买率[ 1] . 而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企业所面对的现实
是客户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 客户的忠诚度不断降低. 因此, 如何提高用户满意度, 保持与客户的良好关
系, 以保证企业创造长期持续利润正成为企业工作的重点. 然而由于企业传统的销售、
市场、
客户服务及技
术支持等部门的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 各部门间的沟通存在障碍, 不同的业务功能往往很难协调一致地集
中到客户身上, 对客户的响应往往存在矛盾, 企业的客户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地保存和利用, 客户关系难以
维系. 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CRM)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 其核心就是把客
户群体看作企业的外部资源, 并尽可能地纳入企业的控制范围内, 以增加客户价值为中心, 有效满足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 改善客户关系, 最终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 2] .
虽然有众多厂商提出了 各种 CRM 解决方案, 但在 Gartner CRM 2003 峰会上不少专家指出大多数
CRM 系统的推出都是失败的. 尽管目前已有一些厂商的 CRM 系统能够克服管理上的改变和其它 CRM 执
行中的一些问题, 但整个市场对 CRM 的应用仍持谨慎态度. 究其原因是由于在这类软件大多数只是花费
大量时间设计用户界面或试图把一种销售工具改造为一种服务工具上,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CRM 理解用
户、
服务用户的本质. 以此为基础, 本文将结合企业 CRM 系统的一般应用需求, 对 CRM 应用系统设计应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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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的设计原理和应具有的基本功能进行深入探讨, 并提出一个适于企业构建 CRM 应用系统的模式.

1 CRM 系统的设计原理和基本功能
目前多数 CRM 系统的设计是先实现企业的各个业务系统, 以此为基础整合成一个 CRM 应用, 最终为
客户提供服务, 这恰恰是 CRM 系统失败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 企业信息化成功与否的一大关键是信息化
后能不能实现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织, 能不能提高业务流程的效率. 而作为企业信息化的一个具体体现的
CRM 系统, 如果以先设计业务流程, 再整合提供服务的设计思路进行, 那么以前的业务系统固有的问题不
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只是从一种表现形式转化成了另一种更高级的表现形式. 因此, 为了突出 CRM 系统理
解用户, 服务用户的本质, CRM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应遵循以客户的需求出发, 组织整合企业业务流程, 再
设计实现业务系统, 最终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思路.
一般地, CRM 中客户的需求可划分为咨询、
交易、
合作等服务需求类型. 这些需求贯穿了企业的营销、
销售和客户服务三个基本商业流程. CRM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正是围绕对服务需求的描述和商业流程组织
设计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 首先, 针对客户的不同应用需求, 依据用户自定义的客户分类方法和标准对客
户的 身份 进行识别, 将客户分类, 如按照客户的购买意向、购买历史、合作历史、
信誉记录、
咨询记录等进
行分类. 然后整合或重构市场营销、
销售、客户服务三项业务功能, 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展开协同服务. 在这
样的设计思路下, 一个完整的 CRM 系统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功能: ( 1) 客户资料登记功能; ( 2) 客户信息
调查和客户留言功能; ( 3) 客户呼叫和客户沟通功能; ( 4) 宣传广告功能; ( 5) 客户信息储存和分析处理功
能; ( 6) 客户业务处理和信息反馈功能等. 而把这些功能进行抽象后, 可以归结成三个方面的实现即商业和
应用逻辑( 商业组件) 、
呼叫中心( Call Center) 、
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 DSS) . 也就是说这三
部分构成了企业 CRM 系统的应用框架, 具体内容需根据各企业自身的应用需求定制.

2 CRM 系统结构
整个 CRM 的系统结构可以用图 1 表示. 其中客户也可以通过 Web 方
式访问呼叫中心. 市场营销服务客户类别为: 潜在客户、预期客户和交易客
户; 销售支持服务对象为预期客户、
交易客户和忠诚客户; 客户服务主要针
对交易客户、
忠诚客户和诉求客户进行.
2. 1 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是 CRM 系统和企业后端数据库的联系纽带, 对外面向用户,
对内与企业的管理、
服务、调度、
生产、
维修各个环节联结为一体. 它还可以
把从客户那里获得的各种信息全 部储存在企业 的数据仓库 ( Data Warehouse) 中, 供企业领导者作分析和决策之用. 呼叫中心的基本组成部分包
括交换机、
计算机电话集成、
交互式语音应答、呼叫管理、
业务计费系统、
监
控系统、
管理/ 统计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应用平台( 提供 Web 访问) 和帮助台( 或专家座席) 等. 还有多种应
用服务器、
Web 服务器、
Email 服务器等.
呼叫中心的建设需要相应硬件厂商配合实现, 现已有较为成功的案例, 如电信部门的查询台. 多数厂
商的呼叫中心都是基于 BPX 的, 也就是一个带路由的排队机. 而相关的 CRM 应用软件则由第三方提供.
目前不少 CRM 系统的做法就是通过使用呼叫中心硬件产商提供的 CTI 调用相关的函数来实现 CRM 的业
务应用. 需要强调的是, CRM 系统本质上是个业务管理系统, 呼叫中心只是本系统业务数据的中间处理环
节, 是客户和 CRM 系统的一个数据交换点或一种交互方式. 因此, 过多考虑呼叫中心的功能实现会导致整
个 CRM 系统成本和逻辑组织复杂度增加的问题. 在实际中可以把所需要的语音处理功能交给硬件提供商
完成, 而企业更多地专注于整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及业务逻辑( 商业组件) 的表示和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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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叫中心的建设问题上有两种方式可供考虑: 一是企业自建呼叫中心, 但只选用呼叫中心的部分功
能( 例如主叫号码的获取, 呼叫服务排队等) ; 二是通过租用电信运营商的座席, 实现呼叫中心的部分服务
功能.
2. 2 商业组件
CRM 系统商业组件完成对来自业务处理系统、呼叫中心( 含使用电话和 Web 等访问方式) 的顾客信
息进行处理, 使企业的所有部门共享这些信息, 以保证市场管理部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顾客关系状况, 更
有效地评价市场营销活动的结果. 并能够通过顾客选择的渠道发送信息, 这部分内容通过实现下述三个基
本的商业流程完成[ 3] :
市场营销: 这部分功能的目的是帮助用户自动完成针对目标市场而实施的多渠道、个性化的市场
营销活动, 使内部营销队伍和外部业务伙伴能够设计、实施、
管理、权衡和沟通营销, 把从计划到执行和评
估在内的完整的营销周期集成在一起, 最终使用户能够通过建立直接、高效、
基于 Web 的关系销售方式赢
得竞争力和客户忠诚度.
销售管理: 本部分旨在通过完整的智能化销售管理功能, 帮助用户通过使用联系、历史记录、
渠道、
业务活动和报告的管理, 灵活应对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更有效地把握商机. 并提供个性化的工作界面, 支
持多种货币, 同时也可集成私人数据助理( PDA) 以及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ERP ) .
客户服务: 即通过 Web 中心、
支持中心和通信中心所提供的完善的、个性化的、
灵活的客户服务支
持, 增强客户的信心和忠诚度. 其中, Web 中心是一个完全的、个性化的自助服务门户, 客户、合作伙伴和
企业员工都可以根据权限查询信息、进行咨询、
展开实时交流; 支持中心为客户服务代表和管理人员提供
了一个具有直观界面的工作台, 高效率管理所有的客户请求; 通信中心提供统一的通信体系结构来管理整
个 CRM 系统中的电子邮件、
传真、
以及聊天的集成, 使数据、系统和过程之间协调一致. 允许客户随时随地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包括电话、
Web、
电子邮件、
传真等) 获得所需的帮助.
2. 3 决策支持系统
作为客户关系管理基础的决策支持系统应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良好的交互性. 很多企业拥有大量的
客户数据, 但相关人员却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 为了充分利用数据, 组织机构必须通过各种集成工具与
关系数据库或事务处理系统连接, 达到数据集成或同步的作用。同时运用数据挖掘技术, 提供商业智能
(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分析, 有效地进行决策支持. 企业客户关系管理中的决策基本上可以分为结构化
决策和非结构化决策两种类型.
结构化决策涉及到的变量较少, 只要采用专门的公式来处理相关信息, 就能够得到准确的答案. 因此
通过编制相应的程序, 结构化决策完全可以用计算机来代替, 这种方式就是用计算机来模仿人的思考和行
为来进行商业活动, 这就是 BI 代理的应用. BI 代理的设计就是将许多重复的工作独立出来, 自动的适应
人们的爱好和习惯, 按照人们的要求完成工作. 它的典型应用是合作筛选, 即将用户采购同其他消费者的
购买习惯相比较进行推荐.
在非结构化决策中, 往往会出现对同一问题有多种正确的解决方案的情况, 却没有精确的计算公式能
够计算出哪个解决方案是最优, 也没有规则和标准能够衡量那种方案是最佳解决方案. 这时仅有 BI 代理
是不够的. 需要建立决策时众多的信息分析模型, 将决策者与决策支持系统密切联系在一起, 并通过这些
模型为决策者决策提供特定的支持功能. 同时允许企业对系统中的数据按需要的方式进行二维甚至多维
的分析. 如同时按时间、
区域、
产品等条件, 找出销售额最大、
增长最快的客户. 这样, 通过使用模型对相关
信息的整合分析, CRM 能够有力支持企业的非结构化经营决策.
CRM 系统中的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包括三个部件: 数据管理、
模型管理和用户界面管理.
数据管理: DSS 中保存了客户和管理的信息. 除企业的内部信息外, 还包括外部信息, 竞争对手信
息、
行业发展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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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管理: DSS 必须使用模型, 以对信息进行分析. 利用模型产生决策所需的信息, 辅助决策者做
出如产品类别和库存水平的计划等.
用户界面管理: 企业的决策者通过用户界面存取信息并定制所需的分析模型.

3 应用实例
图 2 是在上述设计思想指导下的一个应用实例的功能划分. 在本实例中完成了 滇黔桂液化气销售
CRM 系统 .
本系统采用了 J2EE 的设计模
式

[ 4]

, 数 据 库 服 务 器 采 用 了 M-i

crosoft 的 SQLServer2000, 应 用服务
器采 用 了 Borland 公 司 的 Borland
Enterprise Server ( BES) , 商 业 组 件
及决策支持各功能以 Enteprise Java
Bean( EJB) 的形式 进行封 装, 逻 辑
的组织与数据的发布以 XML 形式
进行, 通过 Borland JBuilder 8 发布到 Web 服务器上. 呼叫中心采用了 Avaya 公司的 DEFINITY ECS G3SI
R11 系统. 在后期实现中, 拟增加 采购管理 、 库存管理 功能, 并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 把相关物流信息
整合到 CRM 系统中, 实现对供应链的有效管理. 同时增加 网上支付 和 销售管理 和 合同管理 功能,
将本系统与银行支付网关对接, 从而把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结合在一起, 最终实现精益生产、
同步工程和
敏捷制造的目的.

4 总结
哈佛商业评论 中把 客户关系 列为企业资源的第一位, 其重要性位于门户、
产业位置、
人才之前. 在
产品和营销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企业的竞争更多集中在销售环节上. 因此, 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客户之
间的关系, 是企业工作的重点. 而 CRM 正成为企业应对竞争、
赢得未来的最佳途径. CRM 的发展前景无疑
是非常远大的, 但要想使 CRM 真正走向实用, 还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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