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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技术的作用下，消费者与品牌进行沟通互动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而

且他们研究品牌的方法以及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和地点也发生了改变。

敏捷创新者利用技术开发出了全新的业务模式、服务和产品，颠覆了零售

行业的格局，也改变了消费者的期望。在业务永续的世界中，零售商必须

做出反应，寻找新方法来了解客户、与之进行互动并为其提供服务。 

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正在不断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无缝购物 - 真正实现

全渠道零售 - 是当今零售商的制胜筹码。移动和社交互动不断扩展至物联

网 (IoT)，其中机器和可穿戴技术不断从互联设备中生成数据，并促生出

全新的洞察和创新，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带来了新的机遇。此外，认知计

算为零售行业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支持企业了解海量新数据源、改善

客户体验并提高业务运营效率。这让零售业有机会更深入、更快速地了解

新鲜事物，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从战略层面更加高效地开展业务。 

除此之外，仍然需要一如既往地遵守一些行业基本准则。对零售商而言，

所有组织都应专注于以下三个紧迫任务： 

•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在所有接触点与客户进行无缝的个性化互动 

•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通过优质产品、动态供应链和合作伙伴协作来脱

颖而出 

• 运营和创新开展创新，以实现敏捷运营、可盈利的业务模式和能力强大

的员工 

这些紧迫任务可以推动零售业取得成功 - 与客户建立联系，更高效地开展

运营，获得忠诚度以抢占市场份额，并推动盈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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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零售商可以借助先进的技术，完成以上三个普遍适用的迫

切任务。移动和社交互动技术支持与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建立

贴切相关的关系。

新兴技术（如区块链）和新的超本地化数据点（如天气预报），

可支持零售业提高运营效率、流程透明度和敏捷性，帮助提供

客户期望的产品和服务。大数据和分析可以帮助发现模式、偏

好和趋势，进而推动更好更快地做出营销、品类管理、供应链

和服务决策。 

云计算和其他创新方法可以更快速、更高效和更可靠地提供客

户需要的新功能。另外，企业安全技术能够确保企业最重要的

信息 - 特别是客户数据 - 受到保护。 

IBM 可以根据客户需求，为零售商提供开展转型所需的一切：

路线图制定、解决方案、基础架构、研究科学、咨询以及互动

式用户体验设计。我们可以帮助零售商深化客户关系，提供差

异化的分类，同时推动他们实现卓越运营，以刺激盈利增长。 

本指南列出了 IBM 针对零售行业的解决方案。我们简要介绍

了零售商在以上诸个方面需要采取的行动，以及相应可以提供

相关支持的 IBM 的产品和服务 。 

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有关本解决方案指南中任何 IBM 

产品的简介会。 

此致， 

IBM 全球零售业团队

认知计算 
认知计算是指能够大规模地理解数据（包括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有目的地进行推理和学习

并通过自然语言与人类进行互动的系统。认知系

统并不依赖于预编程序，而是能够从与人类的互

动和与环境的接触中不断学习和推理。

在认知系统的帮助下，企业可以利用当今世界中

的客户、系统和互联设备产生的数量越来越大、

种类越来越多、复杂性越来越高的信息。而这正

是保持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的关键要求。

物联网 
物联网 (IoT) 是指日益广泛的联网设备，这些设

备每天都会捕获或生成大量的信息。对客户而言，

这些设备包括移动手机、运动可穿戴设备、住宅

供暖和空调系统等。在工业环境中，制造装备、

供应链和车载组件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设备和传感

器。在零售业中，IoT 将最佳数字技术与实体零

售门店进行融合，帮助提供全新的购物者洞察和

客户体验，简化门店运营，并创建智能的品类管

理和供应网络。

区块链 
区块链可以创造单一共享的分布式账本，为与给

定资产相关的所有交易保留单一完整权威的记

录。区块链改变了传统规范，打破了信息由单个

公司或组织掌控的局面，形成了共享式完整记录，

可以清晰显示所有相关方和参与者之间每笔交易

的来龙去脉。它可以帮助在多方业务网络中构建

信任感、责任制和透明度。 

不管是单独发力还是协同作用，认知技术、IoT 

和区块链都可以彻底转变零售业格局，帮助提升

运营效率、客户体验、可跟踪性以及组织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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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零售商面临的业务情况迥然有别，为市场提
供的资源和资产各不相同，所拥有的强项和优势
也各有千秋。 

但我们认为，零售商必须了解一些普遍存在的迫
切需求，才能够赢得竞争。  

简介：
IBM 零售业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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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体验和 
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运营和创新  

后端转型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在随后的内容中，我们将会详细介绍这三大零售业迫
切需求以及相关 IBM 产品。 

零售业 
迫切需求 

本指南描述了我们提出的三大迫切需求，并整理了针对零售行业的相
关 IBM 产品，以说明我们如何帮助世界领先的零售商实现业务目标。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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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体验和 
客户体验  

在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时，提供更令人满意的购
物体验的零售商采用的方式是为每位顾客提供
及时、相关且个性化的体验。

要在消费者希望获得个性化体验的世界中赢得竞争，您必须努力使客户

感到您十分清楚他们的个人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期待和愿

望，并且关注他们当前的兴趣、需求和期待。这种亲密关系最终可以在

您与客户之间建立持久良好的共赢关系。

此外，令人满意的购物体验必须超越单一“渠道”的概念：客户应该能够

在门店中和网络上使用移动设备或通过呼叫中心，以一种完全无缝的方

式与您进行互动，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灵活地连接、研究、购买、接收

和退回已购买的产品。

如何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这种购物体验？这就需要跨所有接触点的完整客

户视图，以及用于交流和互动的单一商务和营销平台。

IBM 可以帮助零售商收集、保护和分析通过移动、社交和物联网生成的

大数据，从而能够了解每个客户的个性化特征。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

包括源于组织内外部新来源、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信息，才能够了解个

人的购物历史记录，以及个人的兴趣、当前生活需求和愿望。

通过实时了解这些内容，您就可以做到恰逢其时，准确地确定在每位消

费者产生购买意愿时应向其提供哪些信息、咨询或促销优惠。若能持之

以恒，您就可以加深客户关系，并激励客户将您作为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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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如何提供 
更令人满意的 

购物体验  

首先，您需要一个跨所有接触点的单一、完整

的个体客户视图。

然后，您必须使用相关信息和促销优惠与客户

开展互动，以便在任何时间都能说明您十分 

了解客户这个事实。  

最后，您必须在每次与客户互动时，始终都能

实时准确地提供服务。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绩效洞察和规划  

翻过此页，了解可带来更佳客户体验
的 IBM 解决方案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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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收益  交易数据来源： 

– 门店 
– 在线 
– 移动 

– 呼叫中心 
– 多媒体终端 

外部数据： 
– 人口统计数据 

– 天气 
– 人口普查 

– 物联网  

客户 
交易 
资源库  

个人数据来源：
– 客户注册
– 市场营销 
– 家庭关系  

历史和 
实时分析与 

认知计算提供
更强的洞察力

客户 
主数据中心  

客户 
活动 

资源库  

数据来源： 
– 社交媒体 
– 博客 
– 评分 / 评价 
– 投诉 / 意见 
– 调查 
– 员工意见  
– 位置感知 / 服务 
– 物联网  

购物体验和 
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您所需要的  

帮助将客户作为独立个体 
进行了解的洞察 -  
客户主数据中心 

这包括有关客户群体、居住地以及人口统计
信息、兴趣、活动、特点和喜好的信息，所
有这些信息均存储于一个地方。  

定义方式 

按群组和个体的方式了解您的客户，并通过了解客户生活方式变化和有效利

用相关信息，建立牢固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关键的竞争问题。但是，大多

数零售商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仍旧茫无头绪、无计可施。 

现在，难题解决之道就是结合物理和数字世界，对此类信息应用预测性分析

技术。在门店内，零售商可以仔细观察客户行为，包括他们的购物路线、在

店内每个区域花费的时间，以及实际购物频率等。 

收集这些数据，并将其与客户互动历史记录、在线行为和外部数据相结合，

应用分析来揭示每个客户的当前活动、愿望和需求，正是我们所谓的“单一

客户视图”。将这些洞察转化为行动，可以使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但是，这无法通过单一的系统或流程实现。您必须从组织内外部收集尽可能

多的可用信息，然后使用这些信息来提高对客户互动的洞察力和行动力。  

了解每个客户与您（零售商） 
进行的交易和互动 -  

客户交易资源库 

这包括对各种渠道和互动的了解：客户购
买的产品，购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以
及他们联系的人员、参与的营销活动以及
喜欢的商品。  

每个客户与他人之间的 
活动及互动的相关信息 -  

客户活动资源库 

了解客户与他人（包括朋友、家人、其他
零售商、品牌和群体）进行的在线互动 - 
评论、评价、点赞、差评以及表扬和投诉。  

用于从新信息源中获取洞察的大数据和分析 

捕获并保护来自组织内外部的新数据源，并应用分析技术和认知计算来获取有关行为驱动因素的洞察，以便实现进一步的个性化购物体验，从
而提高客户忠诚度、销量和利润。  

业务环境示例  

增加销售额

增加利润

提高满意度 
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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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IBM 精选产品  

我们称之为“单一客户视图”的一系列能力可

以通过大许多系架构来实现，但是需要人员、

流程和技术的紧密配合。 

首 先， 使 用 IBM® InfoSphere® Master 

Data Management 建立高级的客户主数据

中心，以获取有关每位客户的个人信息、喜

好和其他特征的单一、一致的视图。这一步

的关键目标就是建立管理客户特征的流程，

发掘最重要的信息，并确定如何使需要这些

数据的每个系统和流程都能实时获得数据。 

下一个步骤是高级的客户交易资源库。这

一步的目标是汇总所有销售渠道的可用数

据，然后将这些数据与其他客户活动信息相 

结合。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面向客户和产品的 IBM InfoSphere MDM  
• IBM InfoSphere BigInsights® 

• IBM Initiate® MDS 
• IBM SPSS 
• IBM Predictive Customer Intelligence 
• IBM Cognos® Analytics  
• IBM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Digital 

Experience 
• IBM Predictive Customer Analytics 
• IBM Watson Personality Insights 
• IBM Watson Engagement Advisor 
• IBM Watson Explorer 
• IBM Watson Discovery Advisor® 

• IBM Watson Analytics 
• IBM Watson Customer Experience Analytics 
• IBM Watson Analytics for Social Media  

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对门店的访问、与门店销

售人员和呼叫中心的联系情况，以及在线购

物和市场营销信息，从而全面了解每位客户

的购物习惯和互动情况。 

为此，IBM 大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提供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能力，能够以创纪录的

速度管理和筛选大量的客户交易数据，并将

这些信息发布到整个组织中。IBM SPSS® 

软件提供了强大的统计建模功能，可以帮

助更准确地预测客户行为，并提高洞察力。

IBM Watson® 是新一代认知计算平台，能

够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在几秒钟内发现新模

式和洞察。此外，Watson 还会使用社会舆

论和博客创建关于顾客的心理档案，以更好

地了解客户的新模式或习惯、性格特征和购

物偏好。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使用 IBM 的社交媒体

分析解决方案构建高级的客户活动资源库，

以了解客户与第三方之间的互动和活动，包

括博客文章、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帖子和评

论、评分、意见、投诉以及网站分析。该客

户活动存储库可以帮助您提高对客户情绪的

了解，确定有影响力的客户，发现提高客户

满意度的机会，甚至监控品牌声誉和客户信

任度，这些都可以帮助您成为客户的首要 

选择。 

IBM 提供广泛的平台来支持这些功能，并利

用这些平台提供大量针对零售行业的预构建

解决方案。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客户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 客户细分 
• 高级分析和下一步最佳行动 / 客户 

情报 
• 购物者行为分析 
• 生活事件检测 
• 影响分析 
• 客户实体解析 
• 客户对话 
• 社交分析 
• 客户网络体验  

管理服务 
• 营销和客户分析 
• 分析应答 
• 管理营销服务 
• IBM 社交媒体分析 
• 营销服务和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洞察  

技术平台 
• 基于 IBM Power Systems 和 IBM z 

Systems® ™ 的高级分析 
• IBM PureData® System for 

Analytics，由 IBM Netezza® 提供
支持 

• 基于 IBM SoftLayer® 的互动系统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ONEST CAFÉ  

这家来自英国的自助咖啡连锁店，使用 
IBM Watson Analytics 更好地了解了客户
行为，从而提高了忠诚度和销量。   

• 支持增加对客户购买品牌产品方式的 
了解 

• 通过了解每种咖啡新品的独特特征，实
现智慧增长 

• 发现最具价值的客户，并对其提供忠诚
度优惠  

 ROSSMAN  

这家波兰药品连锁店实施了 IBM 大数据
和分析解决方案，更好地了解了 600,000 
多位客户的购物习惯和期望，从而改善了
客户的购物体验。通过使用 IBM 大数据
和分析，Rossman 已经：  

• 将生成大多数客户报告的时间缩短了 
60 倍

• 简化和优化了应用数据服务的性能  

• 在单个产品和产品分组之间建立了联系  

 LUXOTTICA  

这 家 大 型 跨 国 眼 镜 零 售 商， 使 用 IBM 
PureData Solution for Customer Insight 
建立 360º 全方位的客户视图，并获得了
针对营销活动的切实可行的客户洞察。 

• 在近 1 亿的客户群体中确定最具价值的
客户 

• 根据独特的偏好和历史记录锁定个体 
用户 

• 预计营销效率将提高 10 %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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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收益  

– 营销策略、 
预算和规划 
- 大事纪要 

– 管理和跟踪支出 
– 营销和促销活动规划  

– 营销组合优化 
– 价格优化 
– 促销优化 

– 客户行为和 
交易历史记录 

– 客户细分  

营销运作  

高级分析  

及时、 
相关和个性化的 

客户互动  

营销 
活动规划  

营销 
活动执行  

– 联系频率 
– 报价优化 
– 渠道优化 
– 互动顺序  

– 门店  
– Web  
– 移动  
– 社交  
– 多媒体终端  
– 呼叫中心  
– 电子邮件  
– 印刷材料  

购物体验和   
客户体验  

营销和互动  

您所需要的  

有助于确保所有营销和促销活动 
按计划执行的营销运作 

采用可靠的流程，将营销策略转化为完整的、
统一的营销计划，并管理计划执行，从而在
每次客户互动和沟通中传达始终如一的品牌
信息。  

定义方式 
要通过精确的个性化方式与每个客户进行互动，您必须寻找一种方法，将广告、

营销和品类管理连接起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深入地了解每个客户，开展精

确营销，并在合适的时机通过合适的媒体（数字、推送通知、SMS、电子邮件、

店内信息或印刷材料）与其开展互动，让客户发现这些促销活动很有吸引力，值

得购买。所有这些都需要利用新型超本地数据，例如准确的天气预报、交通信息

和本地新闻等。 

此时成功与否，衡量标准在于是否能够了解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并实时影响客户

行为、实现营销支出的高额回报、增加销量和提高客户满意度。  

与品类管理紧密相关的 
营销活动规划流程 

这迫切需要将零售商选择商品和相应促销
活动的流程，与其针对该商品定义的有效营
销活动的流程进行整合。  

开展营销活动，提供数字化的 
店内体验和有意义的互动， 

并将潜在客户转化为忠实客户 

营销活动必须摒弃广播方式，而是必须具有
战略性，并根据历史记录、行为推动因素
和当前的生活方式需求进行规划，以便向
个人消费者传递个性化的资讯和产品信息，
从而促进购物者的购买行为。  

针对可用客户数据开展大规模的高级分析，从而建立并发展客户关系 

零售商必须利用大量可用的历史和实时内外部数据，在上下文中将每个客户作为个体进行了解，并随时随地确定最佳行动方案。  

业务环境示例  

提高转化率

提高客户 
忠诚度  

提高营销 
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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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IBM 精选产品  

要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首 先 需 要 基 于 IBM 
Marketing Cloud 的特色 Journey Designer 
和 Universal Behavior Exchange 的营销
运作系统。该系统可以作为中心枢纽，支持
您使用从所有接触点收集的客户数据，并通
过分析解决方案将其转化为洞察。获取洞察
后，您就可以定义高度有效的营销活动，并
通过简化内部流程来优化活动执行，从而及
时开展广告和营销工作，并实时与客户需求
保持一致步伐。

然后，需要基于 IBM Marketing 和 IBM 
Omnichannel Merchandising 软件的全
渠道营销活动规划。这种规划支持向个体客
户提供个性化的促销优惠，并且可以优化您
通过不同接触点与客户进行沟通的方式。例
如，促销可以很快转化为电子邮件发送出去， 
营销活动可以直接推送给呼叫中心员工，以
进行营销外呼。移动购物的增加意味着零售
商需要特别关注与客户的联系，从而提高在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Campaign 
• IBM Interact 
• IBM Mobile Customer Engagement 
• IBM Marketing Operations 
• IBM Marketing Cloud 
• IBM SPSS 
• IBM Pay 
• IBM Watson Customer Experience 

Analytics 
• IBM Watson Analytics for Social 

Media 
• IBM Watson Real-Time 

Personalization 
• IBM Watson Content Hub  

线销售额，增加店内人流量，并为购物者
提供个性化促销优惠。

对于营销活动执行，当今的市场要求能够
在持续的互动式对话中与客户进行互动。
IBM Marketing Cloud 解决方案支持您
通过多种方法影响购买路径，例如，显示
反映之前浏览历史记录的广告和产品推荐，
从而跨所有渠道提供非凡的体验。此外，
IBM Watson Customer  Experience 
Analytics 解决方案可以突出显示数字渠道
中的其他机会，例如由于网站体验中的问
题可能会导致购物车丢弃问题。IBM 的客
户体验管理解决方案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
可视性、洞察和响应方法，帮助企业实现
在线转化率和客户保留目标。在一体化营
销管理环境中，此反馈信息可以从营销活
动执行返回到营销活动规划，从而收获经
验和情报。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企业营销管理优化 
• 高级营销分析 
• 客户体验设计和管理 
• 下一步最佳行动 / 客户情报 
• 媒体资产分配  

利用 IBM SPSS 软件和高级分析可以将所
有关键点联合起来。SPSS 软件旨在根据客
户对当前促销优惠的响应，获取有关客户喜
好、兴趣和偏好的最新洞察，支持您与客户
进行实时沟通，从而为个体购物者及时提供
最为相关的促销优惠。分析软件还可以为您
提供相关数据来优化营销预算，帮助了解已
规划和正在进行的营销活动，从而结束营销
流程循环。 

要在当今市场中脱颖而出，相关性和个性化
是关键所在。IBM 可以提供全面的功能，帮
助您实现这一目标。  

管理服务 
• 营销和客户分析 
• 管理营销服务 
• 营销服务和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洞察  

技术平台 
• IBM Marketing on IBM Power Systems 
• IBM SmartCloud® Enterprise+、

SoftLayer 
• IBM Bluemix® 

•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梅西百货   博姿（英国）  

这家美国零售商构建了一款基于 IBM 技
术的认知移动购物解决方案，让店内客户
享受到了在线购物带来的诸多益处。  

• 更深入的客户洞察，以实现个性化推荐 

• 更深入的店内客户互动，带来更多回头
业务 

• 由于因失望情绪而离开的客户的数量减
少开，每个门店的收入均得到提高  

 丝芙兰（上海）  

借助基于 IBM Bluemix 的新型销售助手
应用来整合内部系统数据，该经营保健品
和美容用品的零售商现在可以帮助店内
员工提高客户服务和互动水平。  

• 更多最新的产品和促销信息 

• 为客户提供最新的产品信息、评分和 
评价 

• 通过更快速的服务和个性化推荐，提高
销售额  

该中国化妆品零售商使用 IBM Tealeaf，
更好地了解了客户在线行为，包括通常导
致购物车丢弃的障碍。

• 跟踪各渠道的营销活动，了解有效和无
效的营销活动 

• 通过提供更轻松的在线购物体验，将销
售额提高 3.5% 

• 为采用新认知推荐引擎奠定基础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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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收益  – 动态个性化 

– 搜索和浏览 
– 扩展站点 
– A/B 测试 

– 基于规则的关联 
– 国际化和全球商务 

– 移动 
– 数字支付 

– 销售点  

– 实际客户体验的可视性 
– 快速诊断并解决站点故障  

商务  

客户体验 
管理  

功能 
支持跨接触点 

与客户的顺畅互动， 
并提高运营效率

数字
分析  

分布式 
订单管理  

– 搜索引擎优化 
– 展示次数归因分析 
– 标杆 
– 产品推荐 
– 显示广告 
– 会话回放  

– 与订单渠道或变更无
关的库存采购、灵活实
施和增值服务 

– 通用库存可视性，包括
门店人员    

购物体验和   
客户体验  

商务  

您所需要的  

采用一个统一的数字商务引擎来高效和 
灵活地处理所有与客户的互动 

无论客户在哪个门店购物，您的客户都能感

受到无缝、简单、有趣且可靠的购物体验。

随着客户不断更换渠道和接触点，从知晓产

品、浏览、研究、购物到支持互动，他们必

须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可以依赖您获得一

致、充分且可靠的互动体验，并且无论客户

何时何地与您进行沟通，他们的历史记录和

互动情况都会伴其左右。  

业务环境示例  

定义方式 
商务是我们对一系列能力的泛称，通过这些能力，您可以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

进行结合，获取有关客户和商品的单一视图，从而跨任何接触点与客户进行无缝

互动。使用移动、社交、云计算和安全性方面的丰富功能来打造全新的店面，以

执行交易，灵活地寻找货源并完成客户订单。这样，您的客户可以随时随地以其

喜欢的方式研究、购买、跟踪、接收和退回已购买的商品。 

同时，IBM 的商务解决方案利用更高的库存可视性和丰富的分析功能，帮助最大

限度地提高零售运营效率：每个客户订单将根据成本和条件，通过最高效的定位、

采购和履行方式得到自动执行，从而在满足客户期望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每笔

销售的利润。  

有助于通过最高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履行每个客户订单的订单管理流程 

现代供应链的复杂性可能会掩盖潜在的成

本节约和快速订单履行的机会。您的订单

管理流程必须利用新的洞察和功能，推动

快速、成本高效的订单执行，从而提高客

户满意度和盈利能力。  

高级数字分析，用于持续监控客户不断变
化的活动并响应客户，从而加速了解和确

定通往成功的下一步行动 

此处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学习周期，支持使您

在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能够抢先发现趋势

和新商机、解决在线难题、及时且高效地提

供新促销优惠，特别是在利用功能日渐强大

的移动设备方面领先于竞争对手。推动盈利

增长的秘诀是使客户感受到您十分了解和理

解他们，远超任何其他零售商。  

降低客户 
获取成本  

提高订单 
准确性  

提高客户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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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商务是指横跨几乎所有接触点获得有关库存
和客户的通用可视性。IBM 提供全渠道商务
的方法是均衡协调购物、洞察、库存管理和
订单履行，从而提供非凡的个性化购物体验。 

首先，我们采用基于 IBM Commerce on  
Cloud 软件的单一电子商务和移动功能数
字引擎。我们解决方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
可以出色地支持企业对消费者 (B2C) 和企业
对企业 (B2B) 模式。IBM Commerce on 
Cloud 软件还使用可在各种移动设备上轻
松访问的集成式统一设计，信心十足地为具
有多品牌、多国家或地区需求的全球零售商
提供支持。 

下一个关键因素是，由基于 IBM Order  
Management 的分布式订单管理系统提供
的世界级客户订单管理和履行功能。订单管
理可以利用最有利的库存采购和最灵活的履
行方式精心安排每个订单。

该功能旨在支持持续的全球订单可视性，无
论使用哪个渠道，也无论订单发生何种何种

变化。Sterling 还支持让供应商直接履行订
单，以及实施广泛的增值服务，包括装配、
服务交付和安装。此外，Sterling 还通过移
动设备上的专用应用支持各个岗位的员工，
协助店员以移动方式选货并查看店内缺货
商品的库存情况。 

采用智能的位置感知技术，例如 IBM 的相
关技术，将为您提供有关店内客户行为的
新洞察。这种新的洞察与门店访问、停留
时间和销售量以及流量模式与在线活动进
行结合，从而提供对购物者的全面了解。
这可以让您跨渠道开展各种活动，帮助增
加高门店收入、提高客户忠诚度并使品牌
脱颖而出。 

为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我 们 提 供 了 基 于 
IBM Watson Customer Experience 
Analytics Suite 软件的先进的高级数字分
析功能，帮助您了解客户如何响应您的个
性化定位。这些洞察有助于构建学习反馈
环路，以推动持续改善电子商务和订单履
行流程。

IBM 精选产品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Commerce on Cloud 
• IBM Order Management 
• IBM Configure, Price, Quote 
• IBM Pay 
• IBM Store 
• IBM MobileFirst 
•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Store Associate 

and Manager Suite 
• IBM Watson Order Optimizer 
• IBM Watson Customer Experience 

Analytics 
• IBM Watson Commerce Insights 
• IBM Watson Content Hub  

随着移动销售量的增长，与客户的个性化移
动设备进行有效连接是关键所在。我们的 
MobileFirst 平台使您能够执行一次构建活
动，并将应用部署至多个移动平台，包括为
门店员工和其他员工提供的移动应用，并且
可以更安全地管理这些应用，从而更好地为
客户提供服务。  

IBM 的全渠道商务解决方案旨在与其他解决
方案开展更流畅的协作，尤其是客户、营销
与互动单一视图，从而为客户互动提供单一
的数字支持。其目标是支持客户随时随地通
过自己喜欢的网络、移动或平板电脑，下订
单并选择增值服务。此外，获得了移动提供
支持的门店员工还可以更轻松地核查库存和
履行客户订单，同时呼叫中心代表也能够快
速地更改订单。 

IBM 技术旨在进行无缝协作，提供真正卓越
的购物体验，从而帮助您提高客户忠诚度，
并超越竞争对手。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数字平台转型 
• B2B 和 B2C 商务 
• 客户体验 
• 客户分析 
• 跨渠道订单管理和履行 
• 商务云平台 
• CEI（客户体验指数） 
• 客户互动平台 
• 销售点 (POS)  

管理服务 
• 商务即服务（商务和订单管理） 
• 支付系统 
• 营销和客户分析 
• 零售客户服务运营 
• 网站内容管理 
• 商务云平台 
• 位置洞察和营销服务   

技术平台 
• IBM Commerce on Power 

Systems 
• Commerce on Cloud on 

SoftLayer 
• IBM Order Management on   

Power Systems 
• IBM Bluemix 
•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STAPLES  PERFORMANCE BICYCLE  

通过 IBM 认知业务解决方案，这家美国
办公用品零售商现在能够支持快速、方便
地再订购办公用品，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  

• 由于更流畅的交易，提高每个客户带来
的收入 

• 凭借极度便捷性，增加客户数量 

• 通过更加个性化和高效的交易，提高满
意度和忠诚度  

玛莎百货  

这 家 美 国 自 行 车 零 售 商 使 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提供了不受渠
道限制的无缝式购物体验。  

• 将在线客户和实体店客户与知识渊博的
员工连接起来 

• 通过在线购物、实体店发货和取货，提
高销售额和利润 

• 简化客户体验，保持长期的忠诚度   

这家英国零售商实施了 IBM 客户体验管
理解决方案，支持他们为客户提供了更好
的在线体验。  

• 通过在线渠道，提高销售转化率 

• 提高忠诚度并增加回头业务 

• 加快问题修复 - 在发现问题后 5 分钟内
解决问题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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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尽管品类管理通常被视为一门艺术，但新技术和
认知功能可以将科学融入这些流程。通过快速发
现不断变化的趋势、客户情绪和销售机会，买家
可以做出最佳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库存回
报并避免降价。 

传统上，零售业的成功取决于在正确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将适当的产

品摆放在正确的门店位置。尽管当今世界充满变化和复杂性，但将产品

和消费者对接起来的工作仍一如既往地十分重要。  

与以往不同的是，要通过有效的旺季前分类规划和旺季管理，并增加对

客户的了解，来增强核心品类管理系统。考虑到目标消费者群体，您可

以按位置或渠道打造量身定制的差异化分类组合，从而实现最高的销售

额、利润和客户满意度。 

从产品来看，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利用您定义的完整产品视图：您将

在哪里提供什么样的商品和每种商品的数量、布局、信息和背景，并综

合考虑影响定价和时机的多变因素。 

同时，将商品从供应商运至门店和客户手中的所有流程，必须采用最新

的供应链优化和客户订单履行工具，以推动实现最佳的效率、透明度和

问责制。 

此外，必须使用利用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领先技术，通过

实时感知客户的情况，包括客户之间的对话和客户行为每天发生变化，

持续开展明智的产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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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 
更好的品类管理 

和供应网络  

首先，您需要准确地预测客户需求，并提供引人注目的产

品、价格和促销活动。这需要准确的企业产品信息以及关

于客户情绪和行为的最新情报，从而跨渠道定义最佳定价

和促销策略。

实时通用库存可视性对优化规划和执行流程至关重要，这

样才能创建能够根据需求不断变化而提供可靠交付的供应

网络，同时最大限度提高库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翻过此页，了解帮助打造更佳品类管理和
供应网络的 IBM 解决方案产品组合。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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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收益  

产品开发  

企业 
产品信息

客户洞察  

超本地趋势  

定制分类  

核心 
品类管理  

整合品类可视性和
控制措施  

优化价格和 
促销活动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  
分类  

您所需要的  

利用企业产品信息，提高竞争优势 

通过跨职能的工作流程，管理有关产品、供

应商和位置特征的单一全面视图 

• 整合经过验证的内外部数据，以确保准确

性和速度 

• 将特征数据无缝集成至分析、运营和面向

客户的应用中  

定义方式 

产品分类和定价对每个零售商品牌都至关重要。在商品毫无特征可言的世界中，

零售商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产品组合，同时通过在多个地理区域

和客户接触点提供较短的生命周期和持续的促销活动，以吸引更加精明和挑剔的

消费者。 

但现如今，基于消费者洞察的规划和分析解决方案不断增强核心品类管理系统，

从而推动将艺术 - 体验、品味和判断 - 与科学相结合起来。高级分析可以推动更

深入地了解购买倾向和需求推动因素，以便您可以确定需求量最大和最有利可图

的产品、接触点、位置、活动和促销优惠。认知系统可以使系统变得更加智能，

推动获得更深入的了解并发现隐藏的模式。现在，可以有效地利用新型超本地数

据，例如天气、交通、新闻、时间和本地化社交热点，根据精确的需求波动调整

产品分类和库存。   

定制将正确的产品与合适的位置 
相匹配的分类， 

从而提供客户希望购买的商品 

灵活的规划和分析工具，有助于根据关于目标

客户购买行为推动因素、渠道、位置和产品品

类的洞察，创建需求预测。您可以调整产品生

命周期，平衡自主品牌和知名产品组合，改善

产品品类绩效、利润和分类，从而实现空间和

财务目标。  

优化价格和促销活动， 
确保与品牌信息和财务目标保持一致 

借助个性化的营销手段（包括竞争对手定

位），协调品类管理策略，以了解价格变更

对品类、渠道和企业运营的影响。  

综合利用品类可视性和控制措施，专注提高品类管理决策和行动的准确性和速度 

您需要透彻地了解当前绩效的推动因素、未来的客户需要和自己的业务目标，包括通过社交媒体所呈现的趋势。各种分析技术，例如基于角色的图形、
异常警报和假设情景，有助于您了解绩效并采取行动，进而提高生产力。将规划和决策支持分析与执行系统进行集成，为商家提供更出色的工具，以
更快、更好地制定旺季前决策、旺季调整方案和现货交易流程。  

业务环境示例  

空间、分配 
和补货  

增加销售额  

提高毛利润  

提高存货 
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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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IBM 精选产品  

每个零售商获得新品类管理能力的过程都
是独一无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起点、目
标和资源。IBM 的策略和实施服务是我
们产品服务的关键。该服务的目标是帮
助确保成功实施 IBM 的解决方案，以及 
Oracle、SAP 和 JDA Software 等第三方提
供商的解决方案。 

这 一 切 都 始 于 准 确 的 企 业 产 品 特 征 信
息。IBM InfoSphere® Master Data 
Management 软件，支持通过供应商门
户网站、跨功能工作流程以及与核心品类
管理和面向客户的系统（如 WebSphere 
Commerce 软件）的集成，逐步推动开展
从渠道到企业产品特征各个环节的工作。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Cognos（商业智能和 TM1） 
• I BM In foSphe re  Mas te r  Da ta  

Management  
• IBM SPSS 
• IBM Omni Channel Merchandising 

Suite，包括促销管理、降价优化和动
态定价 

• IBM Commerce on Cloud 
• IBM Sterling Order Broker 
• IBM MobileFirst for iOS Merchant 

Suite 
• IBM Metro Pulse  

IBM SPSS 软件可提供高级客户分析，发
现销售点 (POS) 数据之外的因素，这些因
素可推动购买行为和预测 SKU、品类、集
群和位置级别的未来行为，以便您量身定
制 产 品 分 类。IBM Cognos TM1® 软 件
旨在支持创建和管理横跨各个渠道、各种
层面（从企业范围之单个 SKU）、各个位
置和时间周期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财
务和产品分类计划。IBM Omnichannel 
Merchandising 软件专门用于制定有效的
定价策略，管理所有渠道的定价生命周期，
协调促销活动和个性化的营销优惠。根据用
户定义的目标，确定最优产品价格和降价，
同时密切监控主要竞争对手的定价，使业务
用户能够规划和管理价格和促销活动变化的
次数和类型。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商品运作策略 
• 核心商品管理 
• 主数据管理（产品信息管理） 
• 价格和收入策略 
• 集成式品类管理规划 
• 高级品类管理分析 
• 跨渠道市场门户网站 
• 价格、促销和分类优化 
• 促销和交易分析 
• 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天气和位

置数据分析   

在整个旺季，您需要掌握全面的商品可视性，
从而控制库存水平。IBM 大数据和分析功能
可以针对计划、预测和历史记录提供基于异
常的、图形化的多层次比较，以便商家更清
晰地了解和更有效地管理绩效。  

IBM 可以利用我们卓越的集成解决方案和软
件，满足这些功能的复杂集成需求。  

管理服务 

• 针对 Oracle 和 SAP 的应用管理 
服务 

• 私有云上的核心品类管理系统 
• 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天

气数据和洞察   

技术平台 

• 基于 Power Systems 和 IBM 
PureApplication System® 核心商品 
品类管理 

• IBM PureData System for Analytics 
•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AZBUKA VKUSA LLP   

这家俄罗斯连锁超市与 IBM 合作构建了
一款基于云的品类管理解决方案，来优化
他们的定价策略和提高利润。  

• 跟踪销售数据、竞争性定价和特定区域
的客户需求 

• 制定业务规则，以自动分配价格，推动
实现理想成果 

• 将利润提高了 3%  

NEIMAN MARCUS  

借 助 基 于 IBM InfoSphere Master Data  
Management 的 IBM 解决方案套件，这
家美国奢饰品零售商将实施独特的产品识
别器，更好得管理各个零售部门的库存。  

• 支持各个部门使用单个全面的品类管理
系统协调工作 

• 通过将总体库存减少 7% - 10%，成功
节约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 通过减少商品降价需求，增加收入  

COMERCIAL DPORTENIS S.A. DE C.V.  

这家墨西哥运动服饰零售商基于 IBM 技
术，部署了一款全面的报告和预测性需求
规划解决方案，以更快制定有关品类管理
和需求的明智决策 

• 通过减少缺货导致的销售损失，在六个
月内实现了 100% 的投资回报率 (ROI) 

• 将 创 建 门 店 级 绩 效 报 告 的 时 间 缩 短 
了 90% 

• 通过数据渠道的风险评估，大幅减少 
损失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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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您所需要的  

优化库存规划 

全新的需求预测能力是基于每个渠道、地点
和产品类别的购买行为推动因素的洞察，可
以推动实现更高的周转速度和利润。高级算
法能够提供多目标、多层级场景建模，帮助
您优化供应和配送网络、运输路线、产品流、
服务和安全库存水平。  

定义方式 

由于客户期望在购买、接收、退回商品的方式和时间方面具有完全的灵活性，传

统的渠道特定仓库、分配和补货流程可能无法再有效满足客户需求。在当今全渠

道环境中，供应链管理员不再依靠一系列标准的简单订单流方法，将产品从源头

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前端流程和后端流程必须连接起来，支持实现真正“随时随地”

的商务。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领先的零售商通过投资改进能够为零售商和客户带来重大价

值的工作，推动提高整个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敏捷性。从不断扩展的物联网（充满

互联汽车、家电和设备的世界）到超本地数据领域（包括实时天气、交通、新闻

和社交热点），供应链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准和高效。此外，利用区块

链等新工具，可以建立有关各相关方之间所有互动的单一可靠视图，从而消除大

量错误、误解和冲突的来源。   

近实时的库存可视性 

库存、购买和客户订单状态的可视性和各个
渠道的可交付量，是全渠道供应商的“制胜
筹码”。利用有关计划、实际和预测的客户
需求和库存水平的近实时视图，实现需求和
供应水平的平衡。  

采购和供应商协作 
零售商必须管理竞价采购和国际入境物流的全球整合，自动完成供应商与其他供应网络合作伙伴的信息流程，并管理合同和绩效协议，以优化其
供应网络。  

业务环境示例 

超本地补货和分配  

近实时的  
库存可见性  

优化的 
库存规划  

产品开发  

全渠道配送和 
订单履行  

采购和 
供应商协作  

运输管理  

任务管理

仓库管理  

全渠道配送和订单履行 

实现全渠道零售的承诺是下一个竞争领域。
要简化客户订单、履行和退货流程之间的协
调，零售商需要高效的两用门店和客户订单
配送设施，并且要有能力管理入站和出站物
流运营网络。  

 
潜在收益  

降低运营 
成本  

缩短交付时间  

提高产品 
可用性  



21

提供方式  

像品类管理能力一样，每个零售商获取新供
应链能力的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取决于
他们的起点、目标和资源。此时，IBM 的
策略和实施服务是我们产品服务的关键。该
服务的目标依然是帮助确保成功实施 IBM 
的解决方案，以及来自第三方提供商（如 
Oracle、SAP、Manhattan Associates 和 
JDA Software）的解决方案。 

要优化库存规划，您需要检测 POS 数据
之外推动购买行为的因素，并预测 SKU 
位 置 级 别 的 未 来 行 为。IBM SPSS 软 件
可 以 提 供 高 级 客 户 分 析。IBM Decision 
Optimization 供应链优化应用使用多个变
量、用户定义的权重、场景建模和优化分析，
提供关于配送网络、采购策略、运输路线、
库存水平以及从源头到客户流活动的全新洞
察。这些洞察有助于提高绩效，从而与不断
变化的需求模式保持一致。 

由 Netezza 软件提供支持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和 IBM PureData 
Analytics 可针对计划、预测和历史记录提
供基于异常的、图形化的多层次比较，以便
您可获取近乎实时的库存可见性，从而制定
决策。IBM Supply Chain Visibility 通过
提供和利用与贸易合作伙伴和企业应用的“随
时随地”连接性，帮助您全面了解供应网络
中入站供应和出站履行活动的情况。 

协调企业中的客户订单履行与供应商网络，
是为客户提供真正的全渠道配送和履行的关
键。IBM Order Management 旨在针对
所有订单提供基于规则的库存采购、灵活履
行方式和持续全球可视性，无论订单来自
哪些渠道，还是可能发生何种变化。IBM 
Watson Order Optimizer 专门用于优化
将门店作为在线订单履行节点的用途，包括
个体客户订单的分配。 

IBM 精选产品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 IBM SPSS  
• 由 Netezza 软件支持的 IBM PureData 

Analytics  
• IBM MobileFirst ™ for iOS Store 

Associate Suite – Sales Assist 和 Pick 
and Pack  

• IBM Metro Pulse 
• IBM Supply Chain Visibility 
• IBM Order Management 
• IBM Cloud Brokerage Solutions 
• IBM B2B Integration 
• IBM Enterprise Source to Pay 
• IBM Enterprise Contract Management  
• IBM Watson Order Optimizer  

最核心的竞争力是采购和供应商协作。IBM 
B2B Integration 旨在提供数据可视性，
并自动完成整个“购买 - 销售 - 运输 - 支付”
业务流程，这涉及与贸易合作伙伴（如供应
商、银行和第三方物流公司）共享大量文档。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供应链规划和执行 

• 采购 

• 供应链分析 

• 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天气和
位置数据分析  

• The Weather Company   

管理服务 

• 针 对 Oracle 和 SAP 的 应 用 管 理 
服务 

• 私有云上的核心品类管理系统 

• 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天
气数据和洞察

技术平台 

• 基 于 IBM Power Systems 和 
PureApplication System 的仓库和
运输应用 

•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ELIE TAHARI  DUSKIN CO., LTD.  

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时尚品牌实施了基于 
IBM 解决方案套件的预测性分析平台，来
提前数月对其产品需求做出准确的预测。 

• 产品需求预测准确度超过 97% 

• 通过优化生产来满足需求，将供应链成
本降低了高达 30% 

• 通过确保门店中热销产品的数量，提高
销售额和利润  

LA PERLA  

这家日本的餐饮服务零售商将使用基于 
IBM 技术的预测性分析解决方案，制定更
明智的品类管理决策。  

• 通过减少 50% 的库存，减少成本 

• 通过减少缺货状况，提高当前产品销量 

• 通过更好地掌握客户偏好，支持推出新
产品  

这家奢饰品服装设计商和零售商实施了 
IBM Decision Optimization，以协调、同
步和优化其物流和运输运营。 

• 建立了库存可用性和使用情况的透明度  

• 显著提高了满足客户运输需求的能力  

• 提高日志效率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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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和创新  

运营和创新包含一系列改进措施，这些措施旨在
简化后端流程，利用可降低成本的交付模式，优
化门店和企业级别的人员、流程和系统功能，保
护企业免遭快速变化的威胁的侵扰，以及获得有
关组织绩效的更高可视性。  

现在，对于寻求方法来提高效率、降低诸如安全性、财务、管理、HR、

非商品采购和场地管理等后端流程成本的制造商，有大量新的选择可供使

用。利用全球交付模型和基于管理服务的高质量执行，可实现数量惊人的

成本节约。 

IT 领域的近期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效率，而在过去，这根本无法实现。云

计算和移动等新技术平台，为员工、门店和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快和更经济

地部署新应用和功能的方法，同时高级分析可以大幅提高应用产品组合管

理的效率。事实上，基于云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竞争优势，可帮助零售商

降低 IT 成本，使 IT 变得更加灵活、更强大，而且还支持快速实现其他方

法无法实现的大量关键业务创新。 

鉴于当今环境中存在的诸多威胁，零售商高管们必须通过长期的战略性方

式，并使用多层级方法来解决数字安全挑战。他们需要预测安全威胁并建

立防御工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攻击成功率；使用高级自动化检测机制，

快速检测攻击模式和入侵情况；营造敏捷警觉的企业文化，随时准备快速

做出响应。 

同样，绩效评估和报告领域中的最新产品，可进一步提升多项职能部门的

透明度、报告的及时性，并能够调整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组织间协

调一致、改进规划措施、提高责任感和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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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 
运营创新  

首先，您应该重新考虑如何实施各个支持功能，通过

当前可用的高级选项，利用低成本、高生产力的工具

和资源。  

然后，您必须确保使用最高质量、最低成本的基础架

构来支持您的业务流程，利用适合于您的门店的云计

算、移动和其他互动功能，并确保组织和客户的安全

和隐私。  

最后，您必须构建领先的规划、分析和报告机制，在

服务客户方面脱颖而出，并发掘新方法，从投资和运

营中获取价值。  

后端转型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翻过此页，了解帮助实现高效运营的 IBM 
解决方案产品组合。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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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收益  

品类管理
供应链
销售 
财务 
人力资源
营销
运营  

企业安全  

财务和管理  
持续的 

流程改进  

人力资源  

供应链管理  

招聘 
流程外包  

 运营和创新  

后端转型  

您所需要的  

用于确定哪些流程需要 
外包的战略性方法 

寻找对运营至关重要但又无法创造竞争优
势的流程。在零售领域，这样的流程不胜
枚举，其中财务和会计以及非交易性采购
就是两个示例。  

业务环境示例  

定义方式 

通常，零售商都面临着诸多压力，既要在门店和企业级别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还要提高生产效率。后端流程可能是成本节约潜力最大的领域。 

我们对后端转型的愿景是，利用云计算、社交和移动技术领域的发展，简化并改

变后端运营功能，帮助零售商更有效地管理与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的关系，同时

提高对整个企业组织绩效的可视性。  

能够利用全球范围的资源提供可靠、安
全和高质量交付的业务合作伙伴 

要达到将人才转换为价值的最佳配置，需
要具备广泛的全球能力，还需要提供一流
的质量和控制措施，包括大力关注日益重
要的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确保满足零售
商的独特需求，例如，为分布在不同地理
位置的门店员工提供 HR 服务。  

针对您的特定业务需求和 
环境量身定制管理服务的成熟方法 

采用经验证的方法，实现跨流程的质量控
制和一致性，以及将专业知识融入到流程
中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这些是管理服务
提供商的核心竞争力。  

零售商流程  通过管理服务提供  
降低常规成本 
和管理成本   

通过透明的 
关键绩效指标 
和仪表板， 

改善绩效管理

降低数据遭窃 
和未经授权 

泄露客户私人 
数据的风险  

降低运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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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IBM 精选产品  

IBM 拥有丰富的实用业务专业知识，可帮助
零售商发现可衡量的增长机会，实现后端流
程转型，推动获得立竿见影的成本节约效果，
并长期保持较高的绩效水平。 

零售商通常考虑将管理服务用于对运营是至
关重要但又无法提供竞争优势的功能。IBM 
的管理服务专注于以下几个领域，包括： 

财务和管理：IBM 的采购到付款管理服务，
不仅有助于开展支出管理和提高支出可见
性，还能推动改进企业范围内的流程和数据
标准，从而提高业务洞察力、加强合规性控
制并改善财务绩效。 

• IBM 在 60 多个国家或地区提供 40 种语
言支持。 

• IBM 在我们的“订单到现金”流程中，为客
户管理着超过 500 亿美元的收入。 

通过 IBM Global Process Services  
提供的管理服务 

• 财务和管理 

• HR 和薪资管理 

• 非商品（间接）采购和供应链管理 

• 招聘 

• 全球支付 

• 管理安全服务  

IBM 还提供设施和不动产管理软件解决方
案，可帮助零售商管理对门店、仓库、配送
中心和其他财产的资本投资。 

供应链管理：IBM 利用我们强有力的购买
力，帮助提高零售商支出的价值。这对于希
望减少非商品采购成本、缓解风险、提高合
规性和直接影响财务绩效的零售商来说大有
助益。 

• IBM 管理着超过 480 亿美元的年度总 
支出。 

• 通常，客户在 12 个月内即可实现投资回
报，采购外包费用的 ROI 为 5 -10 倍。 

人力资源：IBM 综合运用我们经验丰富的 
HR、招聘和培训专家与经过验证的技术，
专注于核心战略性 HR 和人才计划，培养高
素质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帮助降低风险并加
强合规性。  

基于 IBM 管理服务的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Emptoris 软件，用于采购和采购合
同管理 

• IBM TRIRIGA® 软件，用于门店和设施 
管理 

• IBM Maximo® 软件，用于整合资产 
• IBM Kenexa® 软件，用于招聘 
• IBM Watson Talent 
• 许多其他 IBM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基于云的软件和招聘流程外包 (RPO) 将人
员和流程进行集成，提供各种解决方案，支
持跨关键业务部门打造更加智慧、更加高效
的员工团队。IBM 为各行各业的 8,900 家客
户提供支持，例如，金融服务业、制药业、
零售业和消费包装品行业。 

为了为您打造合适的管理服务，我们选用
了流程创新专家，他们都是 Six Sigma、
Lean、工业工程设计、基准测试、高级分
析和建模方面的专业人士。使用 IBM 专有
的分析驱动方法，称作 EPIC（企业流程创
新连续体），我们可以加快流程创新并推动
实现显著的业务成果。 

通过遍布五大洲的采用标准化流程的 50 多
个交付中心，IBM 有效地分配工作，始终如
一地执行任务，并根据需要在各个站点之间
进行工作转换，进而帮助确保业务连续性。
所有一切均由 IBM 大量的技术投资作为 
后盾。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IBM Finance Healthcheck 
• IBM Jumpstart for Risk, Finance, Fraud 
• IBM Application Portfolio Assessment 
• IBM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ssessment 
• IBM Enterprise Asset Management 
• IBM Smarter Workforce Accelerator 
• IBM Workforce and Talent Assessment 
• IBM Security Operations Optimization 
• IBM Security Consulting Services 
• IBM IT Security Consulting Services  

技术平台 

• IBM POWER7+ ™、IBM PureFlex ™  
System 和 System x 

• IBM SmartCloud Enterprise+  
(POWER、Intel)，SoftLayer (Intel)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BON TON  YEALANDS  

这 家 美 国 大 型 百 货 连 锁 店， 使 用 运 行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的 IBM 
PowerLinux 服务器，以支持显著的客户
增长和旺季电子商务交易高峰，同时控制
软件许可成本。 

• 吞吐量提高了 2.5 倍，同时未增加软件
许可成本 

• 现在，Bon Ton 能够为更多客户提供前
所未有的一致、丰富的电子商务体验，
即使在高峰期也能轻松应对。  

这家总部位于新西兰的酒厂实施了 IBM 
Kenexa 来改善与员工创新相关的流程。  

• 使用 Kenexa 构建的员工反馈流程显著
提高了员工参与热情，并将参与率提升
至 100%。  

• 因此，Yealands 被其员工评为在重注
员工意见和反馈方面得分最高的组织。   

IKEA  

这家全球性家居用品零售商实施了 IBM 
资产和实施管理解决方案，用于监控资产、
自动执行预防性管理，并跟踪设备使用情
况和维修趋势。 

• 帮助提高能源效率，并提高可再生能源
使用率 

• 通过确保门店保持高涨的服务热情和井
然有序的运营，改善客户体验 

• 预计六年内节省 5% 的全球 FM 支出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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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收益  门店  

门店  

门店  
门店 IT  
基础架构  

无线网络 

安全性和 
系统管理 

移动应用 
和设备管理  

企业 IT  
基础架构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您所需要的  

企业安全策略，以通过早期检测、消除和
补救措施，预测未来安全问题 

预测安全威胁，使用高级自动化检测机制来
检测模式，并时刻准备快速有效地做出响应，
以阻止攻击。先进的 IT 安全设计是保护关键
数据和系统以及确保客户和企业免遭未授权
访问的关键所在。  

业务环境示例  

定义方式 

零售业 IT 日趋成熟，从以往人们眼中的成本中心，变成了广受认可的潜在竞争优势。

但是，一般情况下，零售商的大量 IT 预算主要用于维持现有传统基础架构的“运作”，

而不是提供全新的增值功能。这代表着一个绝佳机会，可以节省基本 IT 成本，释放

资金来获取所需的新数字功能，更好地了解和服务客户，尤其是当客户位于门店中时。 

为了支持客户和员工需要的新型互动和移动功能，升级门店基础架构是至关重要的。

客户需要的是门店提供无线访问，以及数字购物带来的互动性和兴奋感。实时为员

工提供上下文信息，从而帮助他们为客户提供无缝的服务。 

随着企业内外部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新接触点，安全问题便成为零售业高管关注的首

要问题。在当前环境里，有组织的黑客活动攻击频率和复杂性不断增大，因此在预测、

检测和响应方面对安全运营提出了新要求。实施更强大的防御措施、重新思考流程

控制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入侵企图，是预防数字安全问题的重要策略。  

高级技术平台，旨在减少浪费、 
促进快速且低成本的应用部署 

虚拟化和云计算模型旨在帮助降低成本和未
使用的容量。最新的自动化应用部署功能使
您能够更快、更经济地设置环境，并推动加
快实施新功能，包括移动应用和数字技术。
先进的应用产品组合管理有助于测试、管理、
保护和开发多项增值功能，而这些功能可以
帮助您快速开发客户期望的功能。   

门店 IT 基础架构优化 

升级基础架构、开发新的数字功能并有效
地管理资源，以支持移动企业和门店中的
新计算模型。更新门店基础架构，实施门
店网络和最终用户应用，并管理设备。  

减低总体 
IT 支出  

加快部署 
新功能  

减少出现 
安全漏洞的可能性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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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更新和保护企业（特别是门店）这项任务通
常无法通过单个解决方案或软件包完成。这
需要一系列定制措施，来满足您的特殊需求，
并旨在为您的 IT 组织提供显著的成本优势。
这是 IBM 的专长所在，并且在这个方面我
们拥有多年的成功经验。我们的方法旨在释
放目前浪费在无效设计上的 IT 资金。 

通 过 利 用 先 进 的 技 术 平 台， 例 如，
IBM PureSystems® 产 品 系 列 和 IBM 
PureApplication System，我们可以高效地
整合和优化系统的使用，提供零售业应用，
例如针对品类管理、供应链、门店、电子商
务、财务、HR 和分析的应用。   我们还利
用 SoftLayer 全球云计算基础架构，加快部
署新工作负载系统和应用，并通过各种可能
的模型（从内部部署到完全托管和管理）来
实现高效和节约。 

随着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不断融合，我们
可帮助您实施正确的无线基础架构，从而在
您的门店内实现在线互动和交流。移动技术
可支持您与客户进行相关、持续的对话。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可帮助您通过与
业务目标一致的移动策略来构建技术框架。
我们称之为“门店即服务”。 

下一个要素是构建有效的架构，以测试、维
护和管理应用产品组合。通过利用我们在管
理全球企业应用方面的技能，我们可以实施
有效的测试方法，以改善您的现有功能，并
更经济地开发新特性和功能。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基于 IBM Tivoli 软
件的行业领先的 IT 安全性和系统管理解决
方案，® 可保护门店和企业的安全，并帮助
提高数据安全性、隐私性和合规性。 

IBM 精选产品  

来自 IBM 全球企业咨询 
服务部团队的 ® 管理服务： 

• IBM SmartCloud Enterprise+ (POWER,  
Intel)、SoftLayer (Intel) 

• IBM Fiberlink® 云端移动设备管理 

• 管理安全服务 

• IT 安全服务，适用于：云计算、应用、
数据、应急响应以及身份和访问管理  

• IT 风险、安全咨询、监管和合规性 

• IBM MobileFirst 基础架构咨询 

• 移动企业管理服务 

• 移动基础架构集成和优化服务 

• 支付卡行业 (PCI) 合规性评估和服务 

• 移动设备即服务   

来自 IBM 全球企业咨询 
服务部团队的 ® 管理服务： 

• 应用测试和管理 

• 门店即服务 

• 风险和欺诈分析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企业架构评估 

• 安全咨询服务 

• IBM 网络安全高管意识简报 

• IBM 安全性成熟度基准评估  

IBM 为零售业提供最先进和全面的安全相关
服务产品组合，我们的企业安全战略包含：
高级系统安全性，可保护所有网络访问点的
安全；高级分析，可持续扫描和检测潜在入
侵的模式；以及有效和流程控制和快速响应
机制，可构建高警惕性的企业文化，并在发
生数据泄露时进行快速响应。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Tivoli 
•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 IBM Maximo 集成资产 
• IBM QRadar® Security Intelligence  

Platform 
• IBM Trusteer® Apex 
• IBM Security Key Lifecycle 
• IBM Security SiteProtector System 
• IBM Network IPS 
• IBM Guardium® Database Activity   

Monitoring and Encryption Expert 
• IBM Endpoint Manager 
• IBM Security AppScan® 

• IBM X-Force® 

• IBM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  
Connected Store solutions   

技术平台  

• 首选平台：System x、POWER7 和 
PureFlex System 

• 基于 IBM  Power Systems 的 IBM Retail 
Data Warehouse 

• 基于 IBM Power  Systems 的 IBM 
InfoSphere Master Data Management 
Collaborative Edition 

• 基于 IBM PureSystems 的零售业企业
资源规划 (ERP)（SAP 和 Oracle）  •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HOME SHOPPING NETWORK INC.  

这家美国多渠道零售商实施了基于 IBM 
API Management 的安全风险管理解决方
案，帮助他们通过客户数据获利，而不会
使数据处于风险之中。 

• 通过使用更少的服务器，将安全审计成
本降低高达 50% 

• 通过支持开发人员更轻松地使用客户数
据，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 降低数据泄露风险  

GAMESTOP  

这家游戏零售商部署了基于 IBM 技术的
云集成和部署环境。这使得他们开发出了
能够改善客户互动的应用。  

• 员工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支持他们为客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 客户获得了引人入胜的体验，鼓励客户
再次消费 

• 该公司能够很好地适应瞬息万变的行业
环境  

一家国际零售集团  

该国际零售集团升级了安全访问管理环
境，以保护用户访问并提高效率。  

• 将年度成本降低了 30-40%  

• 实施了保护措施，防御新的安全威胁 

• 提高了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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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目标 
绩效数据  

• 关键绩效指标 
• 财务报表 
• 场景 
• 假设建模 
• 高级分析 
• 认知计算  

自上而下的 
战略计划

 
潜在收益  

 运营和创新  

绩效洞察和规划  

您所需要的  

企业级财务规划、预测和报告，用于根
据整体业务战略，制定针对每个角色的

衡量标准和目标 

跨各个职能部门制定统一的衡量标准是至
关重要的，这可以确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计划的一致性，并确保所有人都朝着共
同的目标而努力。假设分析和场景建模有
助于您确定业务决策的财务影响，并采取
最佳应对措施。报告和分析可以通过警报
和趋势跟踪，帮助及时发现执行问题，同
时灵活的规划工具可以帮助您根据业务环
境变化，快速重新规划。  

定义方式 

要推动复杂的组织实现增长和盈利，所有人必须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共同努力实

现单一、一致且可视的共享信息、业务计划和财务目标。但事实上，在大多数零

售商中，关键职能部门仍然各自为营、独立运作，导致运营、渠道、营销、品类

管理和供应链之间相互脱节。通常，这会导致推动人员制定决策的财务指标与个

人实际绩效水平彼此不相关联。由于缺少有效的方法来及早发现趋势和问题，以

快速做出响应，这个问题变得日趋严重。 

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实施一系列的功能（即我们所说的“绩效洞察和规划”），然后

利用这些功能提高绩效可视性，以及调整整个组织的绩效激励措施。此外，还需

要根据运营执行情况调整企业战略。在该领域表现出色的零售商往往能够超越竞

争对手，抢先了解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而该情报则是推动实现利润大幅增长的

关键因素。  

销售绩效管理，用于提高费用可视性，
并提供各种类型的薪资计划 

自动执行基于变量的薪资计算和报告流程，
提供针对组织内最大可变支出（人员成本）
的可视性和问责制。借助强大的工具，您
可以使用新型薪资计划，推动期望的销售
行为、缩短薪酬发放周期并消除超额付款
错误。  

高级分析，用于确定根本原因和突发性
绩效差距，并预测市场需求变化 

目标是首先了解根本原因；预测绩效差距；
确定客户需求、竞争对手、供应商和经济环
境的变化。利用预测性分析，能够实现快速
的重新预测，以根据变化进行调整，并评估
备选行动方案。  

认知计算，用于深入挖掘以往任何人都未触及的主题和洞察 

认知技术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种技术可以更像人类而非计算机那样处理信息，能够理解自然语言、根据证据生成假设，并能通过了解各类
数据中的模式，准确地回答问题，从而加速研究和发现速度。

业务环境示例  

– 门店计划  
– 电子商务计划
– 品类管理计划  
– 市场营销计划
– 供应计划

提高 
组织一致性  

提高 
协作水平  

提高总体 
盈利能力  



购物体验和客户体验  

单一客户视图  营销和互动  商务  

品类管理和供应网络  

品类管理和分类  供应网络和订单履行  后端转型  

运营和创新  

门店和安全性   绩效洞察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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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式  

IBM 精选产品  

绩效规划、报告和分析的关键在于实现人员、
流程和系统之间的紧密结合，以协调整个企
业的规划和评估工作。要实现高效的企业级
财务规划、预算和预测流程，首要就要使用 
IBM Planning  Analytics 企业规划软件。 

使用绩效数据和假设，规划分析软件可以帮
助您执行假设分析，并对业务决策的影响进
行建模。在此基础上，您能够创建企业级财
务计划，从而制定和管理针对每个职能领域
的运营目标和规划。这种方法可确保为每个
采购方、品类管理规划者、供应链专家、营
销员或促销规划者、门店员工、门店经理和 
HR 专业人员定义的衡量标准和激励措施，
直接与整体企业目标相关联。组织的所有成
员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推动增长和提高利润。 

销售业绩管理解决方案有助于确保员工销售
绩效与企业战略保持一致。通过自动化技术
和新计划，您可以通过相应的激励措施，提

软件和云解决方案 
• IBM Cognos Planning Analytics 
• IBM Cognos Analytics 
• IBM SPSS 
• IBM Sale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IBM Watson Engagement Advisor 
• IBM Watson Explorer 
• IBM Watson Discovery Advisor 
• IBM Watson Analytics 
• IBM Insights Solutions  

高准确性、降低成本并实现期望的行动和
销售绩效，从而推动组织取得显著的进步。 

下 一 个 组 件 是 由 Cognos Analytics 软
件提供的绩效衡量和报告系统。Cognos 
Analytics 软件可以生成报告、提供仪表板，
并提供用于跟踪主要指标的评分卡和分析，
以便管理人员和高管们跟踪和了解运营和
财务绩效。 

IBM SPSS 高级分析可帮助您了解根本原
因、预测绩效差距并评估备选行动方案，以
便您可以信心十足地预测接下来将发生什
么，支持您制定更明智的决策，解决问题
并改善成果。除了从内部数据中获取的洞察
之外，利用外部数据源，包括来自社交媒体、
新闻媒体、本地活动和天气等的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数据，为零售业高管提供更好的
可视性和洞察力，帮助他们制定决策。 

认 知 计 算 是 最 为 重 要 的 强 大 技 术。IBM 
Watson 认知技术可以更加像人类而非计
算机那样处理信息，能够理解自然语言，代
表着组织能力的重大转变，能够帮助快速分
析、理解和响应业务中的变化。Watson 能
够快速、准确和可靠地回答复杂问题，彻底
转变了各个行业的决策能力，包括回答零售
业中一些最重要和复杂的问题。  

流程改进和实施服务 
• CEO 仪表板 
• CFO 绩效洞察 
• 业务分析快速启动 
• 分析仓库 
• 门店绩效管理 
• 员工绩效管理 
• 认知执行洞察 
• 分析转型和成本削减服务 
• 来自 The Weather Company 的数
据和洞察    

管理服务 
• BPO“记录到报告”服务  

技术平台 
• IBM PureSystems 
• IBM PureData System for Analytics 
• Cloud for Varicent 
• IBM Watson Data Platform  

有关这些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ibm.com 站点。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安排介绍会事宜。 

成功案例  

DFS  

这家英国家具零售商部署了基于 IBM 业
务分析软件的分析平台，并在 SoftLayer 
云基础架构上运行该平台，以加快报告和
分析速度。 

• 通过将报告速度提高 99%，提高生产效
率和资源分配速度 

• 通过在几秒内返回基于数据的洞察，支
持战略性增长计划 

• 利用可扩展的云托管平台，显著减少资
本支出  

YOUNGOR GROUP CO., LTD.  

这家中国纺织服装制造商实施了基于 IBM 
软件的新型业务分析平台，显著增加对其
业务状况的了解  

• 通过将报告时间缩短 86%，快速制定
明智的决策 

• 通过集成源于 10 个不同部门的数据，
确保获得无缝可视性 

• 根据 193 个 KPI，主动追求新的业务发
展机会   

DESTINATION XL GROUP, INC.  

通过利用 IBM 销售绩效管理开发先进的
基于云的薪酬建模解决方案，DXL 的销售
人员现在着重关注客户的偏好和风格，而
非体型或胖瘦。IBM 销售绩效管理解决方
案帮助 DXL 取得了以下成果：  

• 通过改善体验和服务，提高了客户忠 
诚度  

• 获得有关销售人员绩效衡量标准的更高
可视性  

• 提高了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减少 HR 工
作负载以及审计和合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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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对零售业的承诺  

IBM 在全球拥有 4,000 名专注于。零售业的专业人员，以及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服务网络，并且，还拥有约 2,000 

家 IBM 业务合作伙伴。 

IBM 在开发领先的行业解决方案方面处于卓越地位，这离不开我们在调研和开发方面的不懈努力。我们每年在

研发方面的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连续 23 年成为美国在专利数量方面的佼佼者。仅 2015 年，IBM 就获得了 7,355 

项专利。   

IBM ANALYTICS  

IBM Analytics 可以帮助每个人利用

数据回答最棘手的业务问题，揭示

模式并追求突破性的创意。针对制

造商的高级分析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消费品组织将洞察转化为行动。

IBM WATSON 

IBM Watson 是认知系统的杰出代

表，可以促进人机关系新发展，帮

助人类增强、拓展和加速掌握专业

知识的能力。IBM Watson Analytics 

为每个业务用户提供直观的可视

性 和 预 测 性 分 析。IBM Watson 

Ecosystem 开发人员和合作伙伴可

以将认知计算 API（应用程序接口）

嵌入到他们基于云的应用中，以提

供创新的、基于 Watson 的零售行

业解决方案。

WATSON MARKETING 

利用来自组织内外部、由客户行为、

模式和情绪揭示的新洞察，助力发

掘新业务发展机遇。

WATSON SUPPLY CHAIN 

利用贴身专家，为您提供建议，帮

助整个团队提前发现问题，并积极

主动地解决问题。

WATSON COMMERCE 

更好地了解客户喜好、行为和市场

影响力，利用机会和趋势，提供个

性化的客户体验。

IBM MOBILEFIRST 

将企业数据和分析能力与卓越的用

户体验相结合，重新定义您的企业

关于互动、学习、联系和执行的方式。 

IBM SECURITY 

我们的安全软件和服务可以帮助客

户进行高级威胁抵御、欺诈防御、

身份和访问管理，提供领先的应用、

数据和基础架构安全功能。

IBM CLOUD 

IBM 云计算解决方案包括通过公共、

私有和混合云交付模型提供的基础

架构即服务、软件即服务和平台即

服务。通过利用敏捷云开发的力量，

企业可以利用全面的可视性和控制

力，更快更好地制定业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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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了解更多信息 
欲了解有关本解决方案指南中任何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
地的 IBM 代表或访问 ibm.com/retail。  

http://www.ibm.com/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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