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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捷航空
运用自助式分析，针对航班、行李与客户服务提出切实可行
的洞察
为有效完成航线运营，员工需同时完成数项任务——从确保航班准时

概述
业务挑战
尽管西捷航空当前所采用的分析平台功

起飞，到帮助旅客安全抵达目的地，同时保证行李完好无损。借助 IBM
Analytics，西捷航空正着力于培养员工获得所需洞察，帮助其做出更为
明智的决策，确保一切事务运行顺畅。

能强大，但如欲创建新报告与仪表盘，则

自 1996 年首飞以来，西捷航空始终致力于提供安全、友好且经济实惠

需在技术层面具备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

的飞行体验，使全球人民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公司始终将旅客与员工

西捷航空希望能帮助客户自行完成各项

置于优先地位，形成了加拿大境内最受推崇与尊敬的企业文化。如今，

分析。

转型
全新分析法所具备的各项功能使用户可
从西捷航空的数据库及自己的电子表格
中拖放数据，生成可视仪表盘，从而以近
乎实时的方式查看最新运营趋势。

拥有超过 100 个飞行目的地的西捷航空将继续践行其各项原则，致力
于提供最高标准的服务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业务挑战：准备就绪，随时起飞
航空公司应如何做出数据驱动型决策，从而确保各项事务按计划运作？
西捷航空正在运用 IBM ®

成果

Cognos® Analytics 监控机场内人

· 改进

飞行体验并确保航班按计划起落。

流与行李流，帮助其旅客获得满意

缩短

及时提供航班、旅客与行李相关数据，以
优化决策流程。
· 缩短
实现用户赋能，帮助其自行创建新仪表盘，

改进
及时提供航班、旅客与
行李相关数据，以优化
决策流程

实现用户赋能，
帮助其自行创建

加速

新仪表盘，以缩

帮助 BI 团队从繁杂的报

短获得洞察所需
时间

告起草等日常工作中脱
身，以加速创新流程

以缩短获得洞察所需时间。
· 加速
帮助 BI 团队从繁杂的报告起草等日常
工作中脱身，以加速创新流程。

商业航空公司可以说是包含许多活动部分的复杂“机器”。从飞行员、航
线规划员到客户服务团队，每位员工均需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确
保旅客准时抵达其目的地，同时保证行李与个人物品完好无损，提升旅
客飞行体验。西捷航空始终以旅客为先，并以此为傲，因此，确保这部
“机器”始终性能良好且可顺畅运作至关重要。西捷航空能够保持卓越的
到港准点率（2016 年所有航班到港准点率：82.5%）的关键原因之一，
便在于其对于运营数据的深入运用。西捷航空商业智能与分析经理
Anthony Molle 解释道：“在帮助我们各个业务领域的员工做出正确决
策时，数据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汇报不仅局限于销售与
财务等内部事务，运营报告也是我们的重点内容。我们会关注准点率等
因素——航班何时进港？今早是否准时起飞？是否有任何旅客遭遇延
误？上述因素对于每天的首次航班尤为重要，因为当天其他航班的时间
点均将受到影响。“我们希望为员工赋能，帮助他们获取所需信息，尽
可能以最佳方式完成工作任务。我们已在 IBM® Cognos® 商业智能
平台上构建了众多出色报告与仪表盘，但若我们无法切实提供用户所需，
他们往往不得不将数据抽取至电子表格中自行绘制图表。我们希望赋予
用户自行创建分析与实现数据可视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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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

Cognos Analytics

●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

T&T: Operations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

转型故事：抵达新高度
Anthony Molle 解释道：“在此前数年内，我们的用户已经发现了数款
制作精良的线上可视化工具。他们开始询问我们是否能在 Cognos 内
增加此类功能。当我们向业务用户展示 Cognos Analytics 时，用户发
现这款产品具备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功能。如果新版 Cognos Analytics
已具备此类功能，那为何还要使用 Tableau 等软件呢？

“ 如 果 新 版 Cognos
Analytics 已 具 备 此

“Cognos Analytics 拥有交互式仪表盘，并且能够导入来自电子表格及
其他来源的外部数据。这将为我们带来巨大优势。因此，我们很快达成
了共识，尽快升级到了 Cognos Analytics。”

类功能，那为何还要

作为该款新版软件的首批用户之一，西捷航空一直与 IBM 团队保持紧

使 用 Tableau 等 软

密合作，最大限度降低风险、避免出现问题。

件呢？”

“安装过程十分简便。虽然软件只是第一版，”Anthony Molle 说道。“但

Cognos Analytics 支

消息是，仅过了八周，该部分功能便已完全就绪。目前我们所采用的版

“

持着西捷航空的企业
文化，即不断提升自
我。我们能为团队提
供的有益洞察越多，

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只希望尚未完成的部分功能可以尽快实现。好
本着实可谓完美。只需根据需要，点击、拖动、对准，在您的生产与非
生产环境进行调整，即可顺利运行。”
他补充道：“IBM 对我而言可谓良师益友。从第一天起，当我与部分 IBM
团队成员讨论升级事宜之时，他们便表示希望能帮助我们完成升级，而
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他们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个承诺均认真对待，言出必
行。”

我们的员工、企业以

对西捷航空而言，IBM Cognos Analytics 最为重要的特色功能之一，便

及最为重要的旅客所

是该软件可通过拖放操作，整合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

获得的成果也将越加

“虽然我们的 BI 团队已经开发了多款可供用户使用的分析工具，但用

出众。”
——西捷航空商业智能与分析经理
Anthony Molle

户还可以简单地通过将不同数据模块或电子表格拖放至仪表盘内进行
整合，自行创建所需内容。”Anthony Molle 说道。“办公桌前的终端用
户无需依赖 BI 团队或 IT 人员，即可自行设计并构建所需信息。”
此外，通过鼓励用户在相对更为安全的环境中开展分析活动，安全性得
以提高，西捷航空对此表示赞赏。
“在开展财务等部分业务活动时，确保相关数据集不外泄是其中的重中
之重。”Anthony Molle 说道。“如果使用电子表格，则很难确保数据安
全，但只需将数据载入 Cognos ，便可轻松限定哪些人员有权查看此
类数据。对于我们的许多用户而言，这的确是一项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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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一路顺风
解决方案组件
●

Cognos Analytics

●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

T&T: Operations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

Anthony Molle 评论道：“人们往往视西捷航空为一家传递快乐的企业，
而事实上，西捷航空也确实如此。这是因为西捷航空麾下的办公室员工、
空乘、飞行员及其他员工均在不断思考如何让旅客拥有更为出众的飞行
体验。因此，西捷航空不断探索改进之道，无论是在降低航班延误率与
取消率方面，抑或是在降低行李丢失风险方面。
“我们的分析平台提供了所需的工具，帮助我们找到提升服务的机会，
并作出正确的决策。我们已在此方面着手进行了很长时间，但 Cognos
Analytics 帮助我们迈出了很重要的一大步。因此，举例来说，机场站
务经理如今只需点击报告，即可查看刚刚进港的航班状态、确认行李状
态、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还可随时为无法找到行李的旅客提供帮助。”
我们的愿景是让此类能力变得更为广泛。西捷航空已就全新授权条款达
成共识。该条款允许西捷航空向不限数量的用户授予系统访问权限。在
未来数月内，西捷航空计划将其用户数量提升一倍，并引入更多移动设
备，使团队可随时查看数据并做出决策，无需受到机场的地点限制。
“许多公司均希望能够对自己的用户说：‘这是您需要的工具，只需点击
按钮即可运行报告，’”Anthony Molle 指出。“而我们希望做到的远不止
于此。正如 Excel 一样：任何人均可完成基本操作，但有些人却真正进
行了深入学习，并学会了如何运用 Excel 做出令人惊艳的成果。我们
对 Cognos Analytics 所抱有的希冀与此毫无二致——每个人都能使
用 Cognos Analytics ， 我 们 也 希 望 他 们 具 备 灵 活 运 用 Cognos
Analytics 以及构建所需事物的能力。
“Cognos Analytics 的操作更为便捷，因此更容易实现该目标。我们已
自行为初学者、中级用户及真正希望深入了解该软件的超级用户分别设
计了培训课程。”
他总结道：“通过帮助我们的用户自行获取工作所需数据，Cognos
Analytics 支持着西捷航空的企业文化，即不断提升自我。我们能为团
队提供的有益洞察越多，我们的员工、企业以及最为重要的旅客所获得
的成果也将越加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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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Analytics 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多信息，请
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analytics/cn/zh/

为何选择 IBM Analytics？
IBM Analytics 提供了世界上最具深度、最广泛的分析平台，以及各领
域和行业解决方案，可为企业、政府和个人发掘出更多新的价值。有
关 IBM Analytics 如何利用数据帮助各个行业实现转型的更多信息。
立刻拨打 400-810-1818 转 2835，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
信息，敬请访问：ibm.com/analytics/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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