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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博彩
领先的博彩公司以移动为基础，智慧运营
天空博彩是 BSkyB 的全资子公司，是领先的博彩公司之一。得益于

概述
需求
由于越来越多的客户使用移动设备访问网
站，天空博彩决定投资开发新的移动网站
和移动应用程序。

解决方案
天空博彩通过 Tealeaf CX MobileTealeaf
CX Mobile 使自己可以从客户的视角审视
自己的移动站点和应用。

收益
通过 Tealeaf CX Mobile,天空博彩发现每
天有几百位客户无法在 iPhone 应用上注
册新帐户，而且无法快速解决此问题。
因为能够分析客户行为，天空博彩将
下注和转化率提高了 5.7%。

移动渠道的大获成功，天空博彩去年的业绩显著增长。天空博彩三分
之一的交易通过移动设备下注。
通过 Tealeaf，天空博彩可以从客户的视角审视公司的数字渠道：从
网站到移动应用。由于通过移动设备下注的越来越多，天空博彩使用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监测在线客户体验，增加整体营收。
英国的在线博彩业竞争非常激烈。业务成功的关键在于让玩家注册帐
户，进而鼓励他们一直使用天空博彩。自从 2002 年推出第一个网站
后，天空博彩让在线客户体验成为公司的战略要务，自 2008 年以来
一直维持着一支专门的客户体验团队。
在 2009 年以来，天空博彩一直在其主要网站上使用 IBM Tealeaf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ment 解决方案。IBM Tealeaf 解决方
案使天空博彩能够了解客户使用公司网站时的实际体验，让公司可以
评估业务影响。

挑战
由于越来越多的天空博彩客户使用移动设备访问网站，天空博彩决定
投资开发新的移动网站和面向 iOS 和安卓设备的移动应用程序。但
是公司意识到，在目前高速运转的移动世界中，良好的客户体验的重
要性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IBM Tealeaf 解决方案在业务运营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使天空博彩意识到，公司需要在新的移动站点和应用中
维持相同水平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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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方法

“ 不仅通过在线方式，

还通过移动设备提供
最佳体验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从 Tealeaf
中所获的知识让我们
可以优化数字渠道，
增加营收。客户体验
是竞争对手最难复制
的内容，这正是我们
如此重视它的原因。”
—Stev e Morrison , 天空博彩客户体验经理，

为改进移动客户体验，天空博彩采用了 IBM® Tealeaf® CX Mobile。
该产品扩大了 IBM® Tealeaf® CX and IBM® Tealeaf ® cxImpact 的覆盖
面，使天空博彩可以从客户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移动站点和应用。它提
供所需的内容帮助确保移动站点和应用有用、具有吸引力且运行适
当。
在 2011 年 8 月推出新的天空博彩移动站点和应用时即部署了 IBM
Tealeaf CX Mobile。天空博彩能够推出这些新的应用平台，这些平台
能够记录客户在移动设备上费劲使用的证据，量化客户挑战存在的业
务影响。天空博彩也可以跨数字渠道对客户行为执行复杂的分析，帮
助确保不论天空博彩的客户使用什么设备，都可以获得最好的体验。
通过了解客户如何使用在线博彩产品，天空博彩一直能够把客户体验
作为一项战略要务，促进提高净利润；该公司三分之一的下注是通过
移动站点或应用实现的。此外，公司的 iPhone 版应用现在是苹果应
用商店中英国排名第一的体育博彩应用。

优势 1 – Tealeaf CX Mobile 发现每天有几
百位客户无法在天空博彩的 iPhone 版应用
上注册新帐户。
挑战
推出新的 iPhone 版应用后，天空博彩发现苹果应用商店里出现了大
量负面评价。评论显示，客户似乎无法通过该应用注册新帐户。开发
团队无法找出问题所在。
解决方案
在使用 Tealeaf CX Mobile 的情况下，当某些客户尝试注册时，他们
会收到 HTTP500 错误。通过来自 IBM Tealea 解决方案的洞察，天
空博彩可以清楚地了解究竟有多少客户受到影响，量化业务影响，进
而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收益
Tealeaf 显示，数百位客户无法在天空博彩 iPhone 版应用上注册新帐
户，使营收存在潜在风险。天空博彩因为发布在应用商店里的负面评
论而知道存在问题。但是只当公司将客户的声音与 Tealeaf 洞察结合
起来时，这一切才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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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leaf 帮助天空博彩找到问题的根源，使其他客户免受影响。天空

解决方案组件：
•

IBM Tealeaf CX

•

IBM Tealeaf CX Mobile

•

IBM Tealeaf cxImpact

博彩也可以联系受影响的客户，因为 Tealeaf 让公司可以发现之前在
注册过程中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

优势 2 – 通过使用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分
析客户行为，天空博彩将下注和转化率提高
了 5.7%。
挑战
修复移动应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天空博彩也希望更深入地了解
客户行为，以便公司可以改善、优化数字渠道，消除障碍。
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天空博彩实施了一项战略项目来持
续监测客户行为，以便发现可以改善可用性和整体客户体验的方法。
受到严密安全监控的一个领域是下注 - 了解客户在决定是否下注时的
行为。通过使用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天空博彩可以发现当改变赔
率或延迟下注时，客户大量放弃下注。
收益
发现客户在下注单屏幕踌躇犹豫的原因后，天空博彩能够简化呈现赔
率和延迟下注的方式。天空博彩也通过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创建警
报，监测和标记相似客户体验实例。若没有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提
供的洞察，天空博彩将无法了解到客户更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赔率
和延迟下注。除了提高整体客户体验，这种简单的变更也是转化率提
高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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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3 – Tealeaf CX Mobile 使天空博彩能
够了解其新移动站点糟糕的客户体验。
挑战
当天空博彩推出 iPhone 和 iPad 版应用时，公司同时使用针对触摸屏
而优化了的新移动站点代替原来的 WAP 移动站点。由于新站点的目
标是改善客户体验，天空博彩迫切希望确保能够尽可能快地发现和分
析客户使用新站点时的不便。
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天空博彩设置警报获取主动通知，
了解异常客户行为或新移动站点运行不如原站点的症状。在新站点启
动之后，通过分析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客户体验数据，发
现了多个可改进的领域，包括多项下注和撤销下注。
收益
IBM Tealeaf 解决方案使天空博彩可以发现移动客户行为中的不利变
化，让团队可以回放特定会话，详细分析多少其他客户有类似的体
验。天空博彩现在也能够了解移动客户，并且确认每一次的糟糕体验
是一次性的，还是更大问题的症状，需要重点解决。

4

IBM 软件部
案例研究

关于 IBM Enterprise Marketing Management
IBM Enterprise Marketing Management (EMM) Suite 是一
个端到端的集成功能集，专为营销组织的需要而设计。IBM
EMM Suite 整合并简化营销的各个方面，让企业和个人可以
能够将营销热情转化为有价值的客户关系，创造更具盈利、
有效、及时和可测的业绩。
不论是内部部署还是云端部署，软件解决方案 IBM EMM
Suite 赋予营销人员所需的工具和洞察，轻松创建个体客户价
值。IBM EMM Suite 有助于营销人员了解客户的意愿和需
求，并利用这种了解，通过各种数字、社交和传统营销渠道
让买家参与高度相关的互动对话。
IBM EMM Suite 专为解决特定营销和促销用户的具体需要而
设 计 ， 包 括 5 个 单 独 解 决 方 案 。 Digital Marketing
Optimization 让数字营销人员可以设计相关的数字交互，吸
引和获取新访客，在整个客户生命周期内增加营收。通过
Customer Experience Optimization eCommerce，专业人员
可以改善每一位客户的数字体验，将访客转化为回头客和忠
实拥护者。通过 Cross-Channel Marketing Optimization，客
户关系营销人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客户进行一对一的对
话，在整个客户生命周期内增加营收。Price, Promotion and
Product Mix Optimization 让营销人员和销售规划人员可以作
出能使利润和库存利用率最大化的价格、促销和产品组合决
策。通过 Marketing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营销主管、
计划人员和决策者能够对产品组合进行建模和评估，管理营
销运营，以便最大化投资回报。
全球逾 2,500 家企业使用 IBM EMM 解决方案来帮助管理不
断升级的营销复杂性的压力，同时提高营收和可测业绩。IBM
经过时间考验的综合性产品和服务赋予 Dannon, E*TRADE,
ING, Orvis, PETCO, Telefonica | Vivo, United Airlines 和
wehkamp.nl 等公司所需的力量和灵活性，使他们可以向客户
及潜在客户提供其所期望的 - 一个更加协调相关的跨渠道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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