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CRM?

市场研究与CRM有着怎样的结合点？
为什么有必要在CRM的流程中进行市场研究？
市场研究如何帮助CRM实现企业目标？

……

通过市场研究实现CRM效益最大化

自美国Gartner Group提出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简称
CRM）理念以来，CRM便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CRM理念脱胎于大营销理论，其核心理念
是一切围绕客户，而市场研究正是通过研究消费者和产品来指导关于目标市场、竞争战略、
产品、价格、分销渠道或促销等等一系列的战略性或操作性营销决策，两者有着极高的契合
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CRM？它具体通过什么样的流程来帮助企业实现利润增长？市场研
究和CRM的结合点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一定要在CRM流程中进行市场研究？有哪些市场研
究的方法或模型能帮助CRM流程的实施？...
如果您想知道本期《优唯之声》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朱春贵
研究总监
上海优唯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手机：13918257351
电话：(86 21) 63521860-218
电子邮件：gary.zhu@unicview.com.cn

通过市场研究实现CRM效益最大化
一、CRM概述
●

CRM是一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经营战略

CRM即客户关系管理，英文全称为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主要含义是通过对客户详细资料的深入分析
来提高客户满意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具体而言：



CRM是一种管理理念：CRM将企业的客户（包括最终客户、分销商和供应商或合作伙伴）
作为最重要的企业资源，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和深入的客户分析来满足客户需求，保证实现
客户的终生价值。



CRM是一种管理机制：CRM实施于与客户相关的各个环节。通过向企业的销售、市场和
客服人员提供全面、个性化的客户资料，并强化跟踪服务、信息分析的能力，使他们在整
个过程中与客户形成一种“一对一“的营销关系，从而使企业得以提供更快捷和周到的优
质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吸引和保持更多的客户，从而增加营业额；同时通过信息共享
和优化商业流程来有效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CRM是一种管理技术：CRM将最佳的商业实践与数据挖掘、数据仓库、一对一营销、销售
自动化和其他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企业的销售、客户服务和决策支持等领域提供一
个业务自动化的解决方案，使企业有一个基于电子商务的面对客户的前沿，从而顺利实现由
传统企业模式到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现代企业模式的转化。

●

“一切围绕客户”是CRM的核心理念：CRM
以关系营销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推崇的是
一种“一切围绕客户”的核心理念。

CRM以集成的方式提供一个完整的客户信
息

●

来自销售的信息

来自
外部
市场
的信
息

来自销售定单
管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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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客服的信息

来自
制造
和库
存的
信息

市场部门
数据库

通过市场研究实现CRM效益最大化
●

CRM概念模型

●

CRM的流程

整个CRM流程可以分为业务分析、营销、销售以及客户服

分析
顾客
价值

获取
顾客
信息
收集数据
细分/特征分
析
分析数据
…

顾客化和最优
化服务
顾客化的互动
最优化方案
…

更高效
率和更
大效果
的操作

顾客满
意度和
忠诚度
最大化
创造顾客关

创造有目标

心的方案

的商业活动

创造反馈回

创立高效的

路
…

网络基础建

务四大部分。

获得
利润

设和流程
舍弃无利可
图的顾客

二、在CRM流程中进行市场研究的必要性
●

市场研究在CRM流程中极其重要

●

市场研究提供的种种方法，能够在CRM的各个环节上深刻
的理解客户的想法，为CRM流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的保
障。

CRM的核心理念是“一切围绕客户”，而在诸多与客户的
接触点中，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了解客户的想法，才能更
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深度访谈

三、市场研究在CRM中如何发挥作用
●

多种市场研究方法确保了CRM有效实施

工作坊

座谈会

市场研究贯穿于整个CRM流程的始末，众多市场研究方法适用于多个流程
1

2

4

3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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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通过市场研究实现CRM效益最大化
●

市场研究给客户带来的价值

1. 业务分析阶段市场研究为客户带来的价值






使用习惯和态度研究：在关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研究中，使用习惯和态度研究（简称U&A研究）是其核心问题。
目前，U&A研究是一种相对比较成熟和常用的市场研究模型。U&A研究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客户特征和行为，从而
有效分析目标消费者的状况、竞争对手状况等，为企业下一步的市场策略或市场推广提供指导性依据。
市场细分研究：在使用习惯和态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对客户进行细分来确定目标市场。市场细分研究能
够按照一定的标准，把整个市场细化成不同的消费者群。每个细分的消费者群内部都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而
与其他的消费者群则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市场细分研究能够从各个细分的消费者群当中，辨认和确定企业的目标
市场，然后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采取富有针对性的产品定位和市场营销战略，以获取最佳收益。
市场竞争研究：市场竞争研究可以帮助企业在业务分析阶段认识市场状况和市场竞争强度，监测市场竞争环境的
变化，根据自身优势，制订合理的竞争策略。

2. 营销阶段市场研究为客户带来的价值






产品/包装/价格/概念测试：产品/包装/价格/概念测试是产品上市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环节。它能够有效帮助企业
准确定位产品问题，优化搭配产品功能，选择最优的定价策略和价格定位，从而形成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最终达
到推动销售的目的。
广告创意/效果测试：广告创意测试通过分析消费者对广告创意或者效果的理解度、喜好度、信任度等一系列的综
合指标，对广告作出评测。广告创意测试能够有效的帮助企业找到最具有市场开发潜力的广告创意，此外，广告
创意测试还可以通过在广告未投放前预测投放后的传播效果来节约企业的成本。而广告效果测试则可以通过系统
的、量化的指标对消费者关于广告内容的回忆和评价、广告对产品市场表现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测评，来达到有效
的帮助企业开发成功的广告、及时把握广告的投放效果来调整广告策略以及提升产品或品牌形象和拉动销售等目
的。
媒体行为研究：媒体行为研究通过研究消费者对于各种媒体渠道的使用行为特征和接受程度来帮助企业达到优化
渠道架构、降低渠道成本、充分发挥各种媒体渠道独有优势，拉动产品销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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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销售阶段市场研究为客户带来的价值





促销效果研究：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对各种促销手段对市场份额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测评，促销效果研究能够帮助
企业最为合理的安排促销经费占整个营销经费的比重，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促销投资的回报。
零售研究：零售研究可以通过对零售市场进行连续性的跟踪调查、分析零售数据等方面的研究帮助企业了解产品
市场发展趋势和明确了解产品各方面优势和劣势，从而使得企业可以及时调整销售策略，获得长远利益。而终端
稽查是对销售的终端渠道信息（例如终端产品的价格、最小存货量、渠道铺货率等）进行研究的一种零售研究方
法。作为一种针对于终端信息的市场研究工具，它可以帮助企业评估销售终端现状、分析销售终端问题，完善销
售策略。
品牌研究：通过评测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使用度等指标，品牌研究能够协助企业制定符合目标消费者需要的
品牌战略和定位、明确品牌在进行传播时需要突出的核心价值、选择准确高效的传播渠道、最大程度的影响企业
的目标消费群，以达到依靠品牌营销带来丰厚利润的目的。

4. 客户服务阶段市场研究为客户带来的价值




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在本阶段，市场研究所提供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能深入了解消费者对产品或者服务的满
意程度，帮助企业有针对性的开展客户关怀计划，使得企业能够挽回失去的客户，保留现有的客户以及不断发展
新的客户，最终获得高额利润。
内部数据挖掘：企业的日益壮大必然会导致浩瀚的数据，而内部数据挖掘指的正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模糊的
和随机的数据中识别有效的、可实用的信息的一种市场研究方法。内部数据挖掘能够帮助企业更为容易的找到营
销机会，规避市场风险，从而制定更为准确和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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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UnicView
We are focusing on consumers &
products study

About UnicView
→ Founded in 2004, UnicView is a full service research
firm focusing on ad-hoc market research. Our main
research industry are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I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utomotive, financial industry.
→ The business of UnicView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major research areas: consumer need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products, concepts and packaging
research, brand and advertising research,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research.
→ We are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consumers, but also
will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dustry & trade and the
macro economic &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Financial
Industry

IT & Telecom

Automotive

Success launch
new mix

Promote the
existing mix

Business Target &
Strategic Plan

Customer
acquisition

FMCG

Customer
retention

We expand our research network
across China via high qualified FW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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