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ｌ泣拈訇矽化
支持企业市场开发与服务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徐英田，王海，张志东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沈阳ｌｌ仰１６）
摘要：本文结台企业营销管理的特点，提出了适合多地点、多组织企业集团营销管理的客户关系管理模
式，系统体系结构．系统功能与系统信息接口；系统研发与应用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
实现了与企业ＥＲＰ系统、营销管理系统的功能集成和信息集成：拓宽了产品销售市场．提高了企
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综合竞争能力，为推进企业营销活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ｃＲＭ：商机管理；客户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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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ｗｅｂ，Ｅｍａｉｌ，传真等）的整合，扩大企业经营活

客户关系管理（ｃＲＭ）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

动范围，及时把握新的市场机会，占领更多的市场

经营策略，它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并对企业业务流

份额：所谓保留客户，就是客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

程重组，以赋予企业更完善的客户交流能力，最大

的方式同企业进行交流，方便地获取信息并得到更

化客户的收益率；客户关系管理包括一个组织机构

好的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利润贡献度，以帮助

判断、选择、争取、发展和保持其客户所要实施的

企业保留更多的老客户，并更好地吸引新客户。

全部过程。

支持市场开发与服务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

客户关系管理的目标就是提高效率、拓展市场和

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与企业的内部管理结合

保留客户。所谓提高效率．就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

起来，范围覆盖有多地点、多会计单位构成的企业

提高业务处理流程的自动化程度．实现企业范围内

集团销售、分销、库存、财务等业务过程，业务流

的信息共享，使原本“各自为战”的销售人员、市

程贯穿整个客户关系生命周期，它是围绕企业销

场推广人员、电话服务人员、售后维修人员等等开

售、市场开拓、客户服务等业务，以拓展市场、提

始真正地协调工作，成为围绕着“满足客户需求”

高服务为目标，建立支持市场开发与服务的企业客

这一中心要旨的强大团队，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能

户关系管理系统，主要研究与实施内容包括：客户

力，使企业内部能够更高效地运转．降低企业经营

档案管理、商机管理、客户服务管理、客户销售统

成本：所谓拓展市场，就是通过新的业务模式（如电

计分析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０
基金项耳：国家十五８６３项目（２００４从４１３０３０）资助。
作者简介：徐英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设计与建摸、企业ＥＲ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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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Ｉ遵业訇矽化
系统设计的理念是：以数字化管理平台为信息交

平台之上，该平台采用集分布式应用系统的开发、

流平台，以客户为中心．以订单信息流、产品信息

发布和管理为一体的国际标准Ｊ２ＥＥ体系结构。系

流为驱动，采用智能化知识管理技术，具有协同、

统采用当前主流的基于浏览器朋＆务器五层体系结

安全共享客户信息功能，提供个性化的用户界面。

构，底层是计算机网络硬件和系统软件层，第二层

有较强的操作性与可维护性。

是应用服务器层，第三层是完全符合自行开发的

ｌ系统目标

Ｊ２ＥＥ国际标准的Ｏｕｉｃｋ数字化管理集成平台，第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是实现以客

四层是应用服务层．最上层是ｗ曲应用层。其中

户为中心的客户调查、技术支持与服务．它通过对

ｗｅｂ应用层主要提供用户外观类构件，可形成满

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来整合客户信息资源，以更有

足各种业务需求的人机界面。各个终端用户可以利

效的方法来管理客户关系，在企业内部实现信息与

用浏览器远程进入该系统，执行系统操作。采用上

资源共享，从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客户提供更

述系统架构，具有结构清晰、维护方便、易于软件

经济、快捷、周到的产品和服务，保持和吸收更多

的重用、重构和数据共享等特点。

的客户，以求最终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３系统功能

该系统要完成与企业现有的管理信息系统的
功能整合和信息集成，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大量针对
性强、内容具体、有价值的客户信息、产品信息、

支持市场开发与服务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系
统，主要包括：客户档案管理、商机管理、客户服
务管理、客户销售统计分析等功能模块。

质量信息和服务反馈信息，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提

－客户档案管理

取、分析、统计，为产品设计、质量分析、客户服
务和营销策划等工作提供决策支持数据和图表，将

建立客户与联系人档案，并作好客户信息维护，
为作好企业营销管理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客户服务与支持功能同销售、分销功能很好地结
合，建立企业和客户之间的长期信任关系．为企业
提供更好的商业机会。最终达到提升企业的售后服
务水平、增加客户满意度，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
巩固并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的目标。

在企业销售管理中，业务发展的主要指标里还
包括新客户的获取能力，新客户的获取包括发现那
些对你的产品不了解的客户，他们可能是你的产品

的潜在消费者，也可能是以前接受你的竞争对手服
务的顾客。企业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动向与市场调

２系统结构

查，利用各方面有利因素，采取强有力措施，努力

支持市场开发与服务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总
体结构如图１所示。它是建立在Ｑｕｉｃｋ数字化管理

扩大销售渠道，进行潜在客户挖掘，不断发展新客
户。
＿商机管理

ｗｅｂ浏览器

营销人员根据各种渠道了解到的各

］ｆ
’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１

个人主页

ｌ Ｉ营销数据收集 Ｉ ｌ产品质量跟踪管理Ｉ

种商业机会信息输入到系统中，作好对商

机信息的维护功能，为实现商机的集中式
管理提供基础数据。依据商机在销售阶段

ｌ客户档案管理Ｉ ｌ商业机会管理Ｉ ｌ客户服务跟踪管理Ｉ

记录，分析商业机会在不同销售阶段的演

Ｉ基础数据管理Ｉ ｌ客户满意度调查ｌ Ｉ客户销售统计分析Ｉ

变过程，并以图示化的方式．产生分析数

１

分析工具

Ｉ

系统管理

】【
Ｏｕｉｃｋ数字化集成管理平台

１ｆ
数据库（ｓ０Ｌ ｓｅｒｖｃｒ）

Ｕ
计算机网络

据，帮助了解营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从而可以进一步地修正营销策略，提
高商机成功的概率。
－客户服务管理

客户服务是客户关系管理中的核心
内容之一，是能否保留满意客户的关键。

针对售后阶段客户投诉的有关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问题的记录，同时对售后服务

图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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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ｌ连出甸矽。ｂ
部门接到客户投诉后的处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

业集团客户销售统计分析报告。依据分析结果，实

发现产品质量方面问题和售后服务中的不足，为制

现按客户价值进行客户细分，拟建立企业销售与客

订营销策略、服务策略、产品质量改进和销售业绩

户关系的网络体系，充分利用客户资源，积极作好

考核提供依据。客户服务管理主要包括：客户满意

从编制销售计划、组织生产、货物运输、库存管理，

度调查、产品质量跟踪管理、客户服务跟踪管理等

到产品销售、客户服务的一体化管理。

功能模块。

４系统信息接口

－客户满意度调查

通过数字化集成平台建立数据集成接口，企业

“满意度”是客户满足情况的反馈，保持客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从企业ＥＲＰ系统导入产品与产

户的长期满意度有助于客户关系的建立并最终提

品类别信息，从企业网络化营销管理系统导入产品

高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客户满意度调查内容主要

价格信息、产品销售信息；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包括：产品价格问题、产品服务问题、产品质量问

为企业营销管理系统提供客户信息（潜在客户和现

题等，反映出客户对产品价格：售后服务态度、服

有客户）、竞争对手信息、商业机会信息、产品质

务价格、服务及时性：产品质量反馈及质量问题改

量与客户服务投诉信息等，为企业ＥＲＰ系统提供

进及时性等的综合评价。客户满意度调查是依据客

产品质量条统计分析结果，系统信息接口如图２

户回访记录，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及统计分析。

所示。

－产品质量跟踪管理
产品质量统计分析结果

依据客户对产品的质量反馈信
息，建立客户产品质量投诉档案，

产品信息
产品类别信息

录入和编辑产品质量投诉的基本信
息，主要包括：客户、客户联系人、
反馈日期、工程名称、工程总量、

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企业
ＥＲＰ

系统

销售政策

客户信息

产品价格信息

商机信息

产品销售信息

竞争对手信息
产品质量与客户服务投诉信息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发现问题时间、问题量、

产品类别信息

紧急程度、场合、详细情况、客户

企业营销管理系统

初步意向、鉴定意见、处理人员、
处理结果等。针对客户的产品质量
投诉信息，及时进行问题梳理、分

分销订单
废品回退订单
横调订单

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客户服务跟踪管理

客户服务跟踪管理主要包括：客户回访信息记
录、客户服务记录、客户服务统计分析等。
客户回访信息记录，通过媒介对客户定期进行
回访，填写客户回访记录；
客户服务信息记录，填写客户服务及服务投诉
记录，为客户提供关怀服务；
客户服务统计分析，根据客户回访记录，客户
服务记录。对客户服务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作为提
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工作的重要依据。
＿客户销售统计分析
．市场分析与产品价格管理
分析产品市场价格走向与竞争对手情况．作好
产品价格管理，保证制订产品价格的合理性、时效

性及与客户联系的拉动性。
．客户销售统计分析
根据多地点、多组织的市场销售信息，提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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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信息接口图

５结语
支持市场开发与服务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
研发与应用，提出了适合多地点、多组织企业集团
营销管理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成功地体现了以客
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实现了与企业ＥＲＰ系统、
营销管理系统的功能整合和数据整合，拓宽了产品
销售市场．提高了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综合竞
争能力，为企业作好个性化的客户管理和服务，推
进企业营销活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着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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