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企業的生產和行銷行

為。企業主導市場的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顧客變成了這個時代真正的主

人。從衣、食、住、行，到娛樂、通訊、社交、金融等，社會中的一切都因

為網路和大數據技術的誕生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伴隨著顧客生活、消費方式的變化，企業的生產、行銷方式也被迫發生著改

變。傳統企業只負責生產製造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每個企業要想生存下去，

就不得不與顧客發生親密互動，在顧客的需求引導下尋求新的生存發展方

式。而來自於顧客的資料，就是企業最好的決策依據。

下面這個故事，可以具體描述大數據精準行銷的本質。

某家必勝客的電話鈴響了，客服人員拿起電話。

客服：必勝客。您好，請問有什麼需要我為您服務？

顧客：你好，我想要一份……

客服：先生，煩請先把您的會員卡號告訴我。

顧客：16846146×××。

客服：陳先生，您好！您是住在中山北路一號 12樓 1205室，您家電話 

是 2646××××，您公司電話是 4666××××，您的手機是 0935234×××。 
請問您要如何付費？

顧客：你為什麼知道我所有的電話號碼？

客服：陳先生，因為我們連線到 CRM系統。

前言

iii



C A H P T E R

1
數字迷人： 
大數據時代，行銷大變局

在大數據時代的浪潮中，企業必然需要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去應

對新時代，而在行銷思維的變局中，數據則是不可忽視的轉軸。

只有不斷地收集資料、探索資料，企業才能依靠這根轉軸不斷向

前發展。那麼，你知道資料的源頭在哪裡嗎？是顧客？搜尋引

擎？還是 DT技術？



1.1  從 IT到 DT，什麼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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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數據

正是憑藉思想觀念上的先人一步，阿里巴巴才能憑藉網路金融產品引發世界

關注，並於 2014年 9月成功登陸 NASDAQ，馬雲一躍成為中國首富。而談

及阿里巴巴的成功，馬雲則將之歸功於阿里巴巴的大數據、雲端運算戰略：

「阿里巴巴是大數據的紅利獲得者。從 5年前開始，我們在雲端運算上面做

了許多投資，才誕生了網路金融。如果沒有資料支援，網路金融是不可想像

的。」

而從 IT到 DT，到底什麼變了呢？

第一，利他主義取代利己主義

IT技術作為一種以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為主的技術，IT時代所帶來的必然

是利己主義的盛行，大家都在不斷地利用 IT技術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這

也是為什麼 IT時代會誕生那麼多的龍頭企業：電子商務有阿里巴巴、京東，

搜尋引擎有百度，即時通訊有騰訊，社群平台有微博……，而隨著 DT時代

的來臨，利他主義將成為時代的核心，就像馬雲所說：「你幫助的人越強大，

你才會越強大。」



1.2  如果顧客控制了你的行銷，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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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行銷被顧客所控制的窘境，很多企業都在尋求自己的出路，然而有所成

效的卻微乎其微。有的企業甚至在不斷的掙扎中，讓自己鑽牛角尖進退不

得。如果顧客控制了你的行銷，應該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企業只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顧客「由被

動轉為主動」，掌握了市場上的發言權呢？有了答案就能抓住重點，精準出

擊，如圖 1-3所示。

個性化

產品

重掌

市場主動

整合

行銷雲

個性化

服務

圖 1-3　行銷新手段

第一，整合雲端行銷以提高行銷效率

對很多企業而言，整合行銷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所謂整合行銷，就是把

各個獨立的行銷綜合成一個整體，以產生協同效應，而這些獨立的行銷工作

包括廣告、直接行銷、銷售促進、人員推銷、包裝、事件、贊助和顧客服務

等企業日常行銷單元，企業利用戰略性地審視整合行銷體系、產業、產品及

顧客，制訂出符合企業實際情況的整合行銷策略。

在大數據時代，整合行銷則有了更深刻的意義。大數據時代的市場行銷，應

當是以資料為驅動的，顧客與企業的每一次互動，包括購買、問詢、回饋甚

至網路瀏覽等，都會為企業帶來顧客行為的資料。而利用對這些資料的有效

分析，企業則可以找到各類資料之間的關聯，發現顧客的消費習慣和行為趨



2.2  精準行銷數據從哪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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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從哪來

商業
資料

傳感器
資料

網路
資料

圖 2-4　精準行銷資料來源

來源一，商業資料

商業資料是指企業自身的各種管理系統產生的資料，如企業 ERP系統、

POS終端以及網上支付系統等，這也是企業最主要和最傳統的資料來源。這

些資料是企業獨有的珍貴資產，由於是企業內部產生的資料，它們也能夠更

為快速地轉化為對企業決策有效的資訊。

沃爾瑪（Wal-mart）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每個小時就能夠從顧客

那裡收集到高達 2.5PB的資料，其儲存的資料量甚至達到了美國國會圖書館

的 167倍！早在大數據被世人了解之前，沃爾瑪就已經因為其完善的大數據

計畫而受益了。

1990年代，沃爾瑪已經開始對其零售鏈中的每個產品進行資料化，使得企

業能夠快速獲得產品的銷售速率、庫存等資料資訊。對於顧客資料的收集，

沃爾瑪不僅不局限於顧客的購買清單、消費額等資訊，還會將顧客的消費日

期以及當天的天氣、氣溫等資訊一併記錄下來。利用對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

料的綜合分析，沃爾瑪能夠輕鬆地發現各種商品之間的關聯性，優化商品陳



2.3  建構屬於自己的行銷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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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企業的不同需求，各家企業所建構出的屬於自己的行銷資料庫都有

所區別，但無論如何，企業在建構行銷資料庫時，都應當遵循以下四大原

則，如圖 2-6所示。

妥善保存 區別對待

確保安全

四大原則

更新與維護

圖 2-6　創建企業行銷資料庫的原則

第一，妥善保存

各種大數據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資料儲存已經不再成為問題，對於一般

的企業而言，購買大一點的儲存空間並不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在此前提

下，企業在建構行銷資料庫時一定要重視對各種原始資料的妥善保存，尤其

是對顧客基本資訊的保存。

大數據技術能夠讓企業從原始資料中探索出極大的價值，而且不同時期對於

原始資料的分析，都能滿足企業不同的運用和發展需求。隨著大數據技術的

發展，資料中所蘊含的價值也會不斷增長。但如果原始資料出現嚴重缺失，

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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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是一個共用的時代，借用已有平臺上的資料雖然會提升企業的成本，但

是總比企業零起步積累資料要輕鬆得多。

當然，任何企業要想長久發展，就必須依賴於自身的實力和資料，借用其他

平臺的資料只不過是一時之舉，其他平臺的資料永遠不可能全部為你所用。

要想在這個時代生存和發展下去，靠自身力量建立自己的資料庫是極為必要

的。

第二，建立資料庫，一套完善成熟的 CRM系統是企業必需的

CRM系統，即顧客關係管理，是利用資訊科學技術，達成市場行銷、銷售、

服務等活動自動化，使企業能更高效地為顧客提供滿意、周到的服務，以提

高顧客滿意度、忠誠度為目的的一種管理經營方式。它以「顧客關係一對一

理論」為基礎，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係，如圖 4-5所示。

培養更好的

消費者關係

呼叫管理

客戶管理

資料庫

儲存

市場行銷

分析和

預測

服務事業軟體

管理

知識交換管理

銷售團隊活動

市場行銷活動管理

銷售線索追蹤

圖 4-5　培養更好的顧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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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領袖、
知名部落客

參與

微活動與
微話題
結合

整體策劃

圖 4-8　餐飲企業的微博行銷

第一，善於進行微博行銷整體策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微博是一個媒體工具，所有的粉絲都可以看作為觀眾。

餐飲企業要想吸引觀眾，博得觀眾的青睞，就必須選擇一個好的主角。有了

這個主角，觀眾才會認真傾聽，進而成為企業的忠實粉絲。至於如何選擇好

的主角，這就需要企業根據自身的情況來定。可以是企業的老闆，可以是企

業創始人，更可以是某位顧客，只要這個主角選得正確，觀眾自然會被吸

引。我們之所以說要進行整體策劃，就是要求企業在微博行銷的過程中要有

一以貫之的思維，不能只是零散的、片段的東西。零散、片段的東西只能引

發觀眾一時的興趣，它不會持久產生作用。例如，星巴克、肯德基等企業的

微博行銷始終以其企業故事展開，將其企業理念貫穿其中。

第二，多推出一些微博「微活動」「微話題」

在微博上，每天都會出現數以萬計的微活動和微話題，它們能夠將興趣、愛

好比較一致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更加精準地達成行銷。餐飲企業推出一些優

惠活動時，可以在發起微活動的時候發起相關的微話題，讓粉絲們參與討

論，這樣可以提振人氣。有的餐飲企業會經常發起微活動，並自我滿足於微

活動的轉發量。但如今的微博資訊已經面臨氾濫的困局，很多粉絲或許只是

想獲得活動中的優惠，對活動的內容並不關注就轉發了。這樣帶來的轉發量



5.4  街景地圖怎樣讓使用者足不出戶遊遍全世界？

5-17

圖 5-7　利用街景地圖行銷

為了擴大影響力，吸引更多人參與到這場活動中，這家租賃公司先是在

Twitter上發佈了消息，讓眾多粉絲轉發和分享。沒有想到，雖然這次活動

獎金並不多，但是顧客的興趣非常濃厚，很快就有大批的顧客參與到了活動

當中，他們在 Google街景地圖中仔細尋找帶有這家租賃公司標誌的汽車。

最終，有 200多名顧客成功地在 Google街景地圖中找到了該租賃公司的汽

車，這個活動也引發了更多人的關注。

我們可以看到，這家公司獨出心裁，利用街景地圖行銷的效果非常好。不但

營造了一個公司與顧客互動的事件，更是讓顧客參與其中，牢牢地記住了該

租賃公司，以後顧客只要有租賃汽車方面的需求，就會想到該租賃公司。這

家加拿大的企業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

1. 街景地圖並不是一個展示平臺，它也可以是一個互動平臺。商家只要

善於利用街景地圖做一些事件行銷、互動行銷活動，就可以收到意想

不到的結果。

2. 行銷本身並不枯燥，要善於在行銷中植入娛樂元素。只有具備了娛樂

元素，顧客才會有興趣參與進來。



6.1  淘寶大數據的精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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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利用關鍵字競價排名 2，提升行銷競爭力

上面我們提到了關鍵字，在網路的精準行銷中，關鍵字非常重要。社會發展

越來越快，顧客在網購時的對搜尋瀏覽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顧客輸入一

個關鍵字，他只希望在網頁的第一頁，甚至是前三行就看到他所需要的商

品（男女顧客有差別，對於女性顧客來說，可能會瀏覽更多，但總體趨勢是

只瀏覽排在搜尋頁面前面的商品）。顧客的此特點，給電商商家也提出了挑

戰。百度關鍵字和淘寶關鍵字目前都是競價排名的，商家出價越高，其商品

在顧客搜尋時呈現的頻率和名次就越好。但並不是說商家只要抬高出價就可

以高枕無憂了，要想兼顧成本和銷量，就必須善於合理利用關鍵字競價，提

升自己商品的競爭力，如圖 6-2所示。

搜尋行銷

透過關鍵字競價，進行商品的

精準推廣

優勢：按詞推廣，目標精準

定向推廣

透過定向技術，在特定位置

精準展現賣家感興趣的商品

優勢：人群定向，流量更準

店鋪推廣

單品推廣的補充，能滿足推廣

店鋪頁面的需求

優勢：推廣多樣商品，創意更

靈活

無線行銷

網羅無線平台流量，精準覆

蓋日趨碎片化的購物時代賣

家人群

優勢：無線時代，精準覆蓋

圖 6-2　關鍵字競價排名的優勢

1. 利用競價資料，合理出價。很多商家在做關鍵字競價排名行銷時，往

往只知道出最高的價格，卻從來不顧及競價成本與商品利潤的關係。

在競價中，有很多的辦法可以達成雙贏。例如，在淘寶網的流量直通

2 競價排名的基本特點是按點擊付費，推廣資訊出現在搜尋結果中（一般是靠前的位置），如果沒
有被使用者點擊，則不收取推廣費。競價排名按照給企業帶來的潛在顧客訪問數量計費，企業可

以靈活控制網路推廣投入，獲得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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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搜尋引擎知道電影的票房

對於影音產業的從業者來說，電影票房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他們作品好壞的

首要標準。沒有好的票房，電影拍攝只會入不敷出，無以立足。但是，在電

影拍攝前，誰也無法預測這部電影的票房。即使是電影的投資人，也無法提

前預知電影的市場狀況。此困局一直困擾著電影產業的從業者。不過，在大

數據技術取得巨大進步後，無法預知電影票房的局面得到了改觀。根據大數

據分析和預測，我們可以比較精準地提前知曉電影的市場反響了。

早在 2013年，Google就公佈了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電影票房預測模型。

根據此模型，Google能夠提前一個月預測電影上映首周的票房收入，其準

確度高達 94%。作為搜尋產業內的巨頭，Google掌握著豐富的使用者資料，

在長期的資料分析中，Google發現使用者在搜尋引擎中的關鍵字搜尋量與

電影的票房有著很強的關聯性，如圖 7-1所示。那麼這種關聯性的背後，到

底是哪些因素在左右著資料的變化呢？

圖 7-1　關鍵字搜尋量和電影票房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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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影片網站的大數據精準行銷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我們生活中很多行為習慣都發生了變化。在過去，我

們觀看電視、電影大都利用電視機或者在電影院觀看，但隨著網路和智慧型

手機的發展，我們可以輕鬆利用智慧型手機觀看影集。尤其是對年輕一代來

說，他們再也不願意守在電視機前，等著每天一集的更新，他們更願意在網

路上盡情觀看。網路讓電影、電視的觀看變得更加容易，同時也催生了網路

影片的流行。這幾年，網路劇開始流行，適合年輕一代口味的網路劇得到了

顧客的喜歡。我們熟知的優酷、土豆、搜狐視頻、騰訊視頻等影片網站，成

為網路劇、影片集中的平臺。在這些平臺上，一些影片甚至創造了影片播放

的神話，打破了以往人們對網路影片的想像。

例如，優酷推出的《曉說》和《侶行》節目，這兩個節目的時長是 40分鐘

左右，與傳統電視劇保持了一致。但在內容上，一個是高曉松以自己的方式

講述歷史，一個是情侶探險，跟傳統的電視劇完全是兩碼事。這兩個節目推

出後，受到了觀眾的極大歡迎。《曉說》的點擊量在短短的時間內超過了 5

億次，而《侶行》的點擊量也迅速超過了 1億次，如此大的點擊量對於傳統

劇作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由萬合天宜和優酷聯合出品的《萬萬沒想到》系列

喜劇，在短短的時間內，其點擊量就達到了 10億次，成為去年影片網站播

放量最高的網路劇，如圖 7-9所示。

為什麼影片網站能夠如此瘋狂，它們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達成精準行銷，贏得

如此大的關注和點擊量的呢？

其實，這些網路劇的熱播呈現的正是網路時代的優勢。不論是在網路劇的選

材上，還是在網路劇的拍攝製作上，抑或是在網路劇的個人化方面，它都比

傳統影音有更多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