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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是旅游和交通运输业的未来
1964 年，Sabre 航空预定系统发布，并迅速成为全
球最大的专用实时数据处理系统。1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互联网的普及再一次颠覆了旅游和交通运
输业的运营模式。乘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
互通，而曾经推动旅游和交通运输业向前发展的系
统如今却止步不前。相比其他行业，旅行流程缺少
灵活性，非常繁琐，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移动技
术有能力显著提高客户满意度，因为此类技术支持
更深入的互动，提供个性化服务，并且能够帮助员
工与旅行者进行更有意义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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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移动技术，提高乘客满意度
2017 年，移动渠道占到美国数字化旅
行销售份额的 40%。 2 越来越多的人
使用智能手机来规划自己的行程。今
年，美国的数字化旅行销售额将达到
1896.2 亿美元，其中 40% 的销售来自
于移动设备。 3 截至 2013 年， 全球
75% 的游客在出行期间使用平板电脑
和智能手机，因此互联互通几乎无处
不在。4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字还
会持续上升，因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
旅客无法获取有关航班延误和酒店升
级等重要信息。只有互联互通的乘客
方可获得最新信息。

和许多行业一样，旅游和交通运输业
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可以实现更高
的效益。但是，要有效实现个性化，
供应商必须了解旅客的个人喜好，包
括首选的接触渠道。对于越来越多的
人 来 说 ， 这 个 渠 道 就 是 移 动 。 2017
年，5750 万美国成年人将使用智能手
机预订出行。与去年相比，该数字增
长了 14.1%，占使用移动设备进行预
订的旅客总数的 81.2%。5
由于和乘客的数字化互动能够产生准
确及时的洞察，因此是收集和应用客
户个人喜好的一种绝佳方式。但许多
旅游和交通运输企业还可以在核心技
能方面做得更好。许多旅客对于航空
公司网站、移动应用和社交渠道提供
的体验颇有微词，认为不如通过从员
工服务获得的体验。

事实上，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全球
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调研，39% 的休
闲乘客以及 45% 的商务乘客表示，他
们使用太多的网站和应用来查找航
班，但效果并不好。 6 而根据“IBM 旅
行体验指数”，航空公司和酒店应仿效
人工提供的最为个性化的旅客互动，
改善数字化互动体验。7 通过运用从之
前的客户互动中所获得的客户个人喜
好和数据，旅行服务供应商就能够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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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流程转型

“2017 年，5750 万美国成年
人将使用智能手机预订出
行。”8
eMarketer，“移动技术推动在线旅行预
订增长”，2017 年 6 月

移动应用的用处不仅仅限于领登机牌或
登记入住，旅行服务供应商可借此机会
提高移动用户的客户转化率。在此背景
下，客户转化率基于实际完成预订或支
付的旅行服务购买者。移动设备的功能
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此旅客不仅可以执
行简单的自助服务，还可完成复杂的交
易。陈旧的系统已无力承担客户互动。
2017 年，乘客已经不需要排长队，眼
巴巴看着柜台前的服务人员敲打键盘。
“IBM 旅行体验指数”使用了一种神秘的
购物者方法来收集数据。在线请求特殊
餐饮服务的旅客通常无法通过航空公司
的移动应用查看这些请求。

他们也很少在后续航班中收到有关再次
输入或确认个人喜好的提示，许多情况
下，他们甚至无法获得所请求的特殊餐
饮。尽管此项调研表明仍有很多改进之
处， 但好 消息 是， 移 动应 用已 无处不
在，并且已存在大量解决方案，因此航
空公司可以仿效其他行业来弥补这些不足。
得益 于认 知和 人工 智 能工 具的 不断完
善，旅行服务供应商可以采用许多新的
方法来了解和预测客户需求。通过充分
利用从大数据和分析中获得的洞察，他
们可以为具体的个人和市场创建个性化
的产品和服务。但几乎所有这些新的个
性化方法都要用到移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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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对个性化抱有期望，50% 的旅客
认为适合自身喜好才算是最佳体验。 9
实现客户体验个性化的一个方面就是
在整个旅程之前、期间和之后不断预
测旅客的喜好。身为数字达人的旅客
希望获得主动的沟通和选择，而这需
要供应商之间的协作水平更上一层
楼。移动设备也支持这些新功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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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莎航空创建“移动优先”应用
借助“移动优先”型 (MobileFirst) iOS 应用
Manage Gates，汉莎航空的经理能够获得
最新的关键信息，确保旅客安全准时地踏
上行程。专门针对航班经理设计的 Manage
Gates 是一款数字化业务助手，可即时访
问与航空公司的指定航班相关的关键数
据。现在，航班经理可规划和监控航班变
化以及登机流程。借助这些信息，他们可
以更快地对变化作出响应，为乘客提供更
好的帮助。此应用简化了日常任务，提高
了流程效率，使航班经理能够更直接处理
客户需求。

移动渠道、数字优先购物
已成常态，旅客甚至开始
试验通过聊天来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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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移动技术支持员工的工作

应用为美联航的机组人员提供帮助
美联航使用 IBM 的新型应用设计和开
发模型 Mobile at Scale for iOS，快速
开发和部署多种 iOS 应用。这种集成
方法使美联航能够快速高效地设计、
开发、部署和维护 iOS 应用，涵盖应
用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些应用旨在与
美联航的核心企业流程无缝集成，为
员工提供改变工作方式所需的专业知
识、解决方案和数据。

关键流程的移动化转型也扩展至员工开
展工作的方式。由于一线 员工直面客
户，因此这些应用对旅客体验个性化和
业务运营都有积极的影响。通过在员工
的移动设备上安装直观的应用，可以帮
助他们更方便地改善乘客体验。例如，
一位机组成员的移动应用显示，航班发
生延误，他们就可立即帮助乘客转到最
近的航班，甚至可以重新安排换乘更晚
的航班。
应用也可为地面人员提供帮助。例如，
客户服务人员面临帮助乘客快速登机的
压力，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使用
固定扫描仪，而固定扫描仪无法很好地
处理智能手机中的数字登机牌。借助移
动应用，客服人员可以离 开固定的位
置，在任一登机口扫描登机牌。面向飞
机机械师的应用可帮助他们安排工单的
优先顺序，获得必要支持以及对问题进
行诊断，从而确保航班的准点率。

在技术的强力支持下，个人之间的联系
比以往更紧密，这也改变了客户与企业
之间的互动方式。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
澜下，一次糟糕的旅行体验很可能立即
发酵成一场公共关系灾难。客户对于信
息获取、互联互通和透明度的期待与日
俱增，因此移动战略必须以消费者为中
心。在最近 IBM 商业价值院面向全球高
管的一次调研中，受访的 4000 多位最
高层主管中，有 55% 表示是消费者，而
不是他们自己，对业务战略产生最大的
影 响 。 10 通 过 移 动 应 用 为 员 工 提 供 支
持， 有助 于 持续 为乘 客 提供 满意 的服
务，避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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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尽管多年来，旅行体验已经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但更大的改变还在前方。移动
将渗透到整个行业的转型过程中。希望
在企业中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的高管可以
采取以下步骤：
• 想客户所想。 旅行流程中的哪些方面
令客户不满意？如何改进？可使用哪
些方法，通过移动设备营造更为个性
化的旅行体验？
• 寻找 合作 伙伴 。 如 何 与 合 作 伙 伴 携
手，在乘客的整个旅程中主动提供帮
助？您能否阐释贵组织为何愿意与合
作伙伴分享有关客户行为模式和个人
喜好的数据，以便帮助满足客户需求？

主题专家
• 为员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更好
地开展工作。 员工 沮丧的 原因 是什
么？可以通过让员工适时获得适当的
信息和洞察，寻找需要解决的问题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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