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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 并结合城市人口 、社会经济数据 , 在空间概念上实现客户关系管理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提出了客户空间关系管理(CSRM)概念 , 论述了 CSRM 系统的基本技术框架和特点 ,分析

了 CSRM在企业管理和决策支持方面的主要功能 ,探索了一条 GIS 应用于商业分析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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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概念于 20 世纪 90年代末被

正式提出
[ 1 , 2]
。CRM的管理思想和技术被广泛地

应用在银行 、电信 、保险 、航空 、证券以及制造业 、

零售业 、物流等领域 。许多国际知名的管理软件

提供商(如 Oracle、IBM 等)相继推出了自己的

CRM产品
[ 3]
。国内企业也一直在关注着 CRM 的

发展 ,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实施 CRM方案 。

1　CRM的基本结构框架与功能不足

CRM是用来管理企业与客户间各种行为关系

的系统 ,在其基本结构框架中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

掘处于核心地位 ,企业与客户的沟通渠道(呼叫中

心)和企业的销售渠道构成了客户数据库的主要数

据源 ,客户数据和企业经营管理数据 ,以及城市人

口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外部数据经过抽取 、转换

和装载(ETL 工具)过程 ,综合集成为数据仓库 ,通

过数据挖掘工具 ,寻找客户行为规律 ,发现重点客

户 ,并对市场性能进行评价 ,指导企业的客户服务

管理和客户关怀 ,进而提升客户忠诚度和满意度 ,

为市场营销策略和企业战略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

依据。一般 CRM的基本结构框架如图 1所示。

目前建立在数据仓库基础上的 CRM 对客户

的群体特征和行为规律有了一定的了解 ,并为企

业决策提供了依据。但由于缺乏客户数据及城市

人口 、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特征的描述 ,企业很难

通过这种传统的 CRM 获取客户的空间分布特征

和规律 、客户群体的人口空间特征和社会经济空

间特征 ,更不用说空间概念上的决策支持了 。综

合起来 , CRM 的不足主要有:①很难获取客户分

布的空间特征和规律 ,缺乏空间可视化效果;②

无法在空间上实现市场区域分析 、辐射范围分析 、

企业选址分析等商业分析;③无法实现最优路径

分析 、到达时间分析等空间分析;④只有在预先

接触的客户群中才能发现潜在客户 ,很难实现基

于人口特征的潜在客户发现 、广告策略等营销分

析;⑤市场潜力预测分析缺乏空间层次上的可靠

性;⑥无法进行竞争对手的空间特征分析;⑦企

业决策缺乏所需要的空间信息支持 。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 ,更加充分地利用企业客

户数据 、城市人口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以及城市基

础空间数据 ,本文提出客户空间关系管理的概念 ,

对企业和客户在空间概念上存在的关系进行管理

和分析。

2　客户空间关系管理

2.1　客户空间关系管理的概念

客 户 空 间 关 系 管 理 (customer spatial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SRM)系统是借助地理信

息系统的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技术 ,利用一定的

数学模型 ,综合管理和分析客户数据 、人口 、社会

经济统计数据 、城市基础地理数据等各种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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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RM 基本结构框架

Fig.1　Basic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CRM

城市空间数据和企业数据 ,帮助企业在城市空间

概念上管理企业和客户的关系 ,寻找客户的空间

分布规律和影响客户空间分布的内在因素 ,进行

各种商业分析的空间决策支持系统(SDSS),它是

面向企业决策的 。

GIS通过空间实体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关系进

行空间查询和检索 、空间运算和分析 ,并以地图等

空间数据的形式输出
[ 4]
。在 GIS 系统中 ,空间分

析是 GIS 的核心功能
[ 5]
,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提

供了科学的手段和依据。

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不

仅是政府决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依据 ,也是企业

和社会各部门进行各种商业分析的重要的信息

源。在统计的基本空间分辨单元(如街区 、人口普

查小区等)内 ,建立在人口普查基础之上的城市人

口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客观地反映了该地区的人

口结构和特征 ,经济状况和产业特点 ,教育程度以

及其他特征和信息 。一般情况下 ,这些统计数据

是具有地理空间分布特性的 ,把人口 、社会经济统

计数据进行地理编码 ,并和城市地理空间信息集

成在同一个GIS环境中 ,从而能够综合利用这些

信息为商业领域的空间决策分析提供数据服务和

支持 。在 CSRM 系统中 ,基于客户数据库 、企业经

营生产数据库 、城市人口数据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库以及城市基础地理数据库等的空间分析 ,为决

策提供了空间信息和知识 ,是 CSRM 的最显著特

点 ,也是区别于传统 CRM的最主要的方面 。一些

基于空间的问题诸如企业选址与定位 、资源配置 、

最佳路径选择 、市场分析 、目标市场和潜在客户发

现 、客户需求的空间关联研究等定性和定量分析 ,

必须依赖GIS 的空间分析技术才能得出可靠的结

果。因此 ,空间分析技术是 CSRM 系统的关键技

术。

2.2　CSRM的基本技术框架

CSRM系统的基本结构框架大体分为 4个层

次 ,即基础数据层 、数据管理层 、分析应用层和决

策支持层 ,如图 2所示 。

基础数据层主要是由与 CSRM 系统有关的各

种城市空间数据和企业经营管理数据构成 ,这些

数据以数据库的形式进行存储和管理 ,在城市尺

度中主要包括 7种数据库 ,见图 2。客户数据库 、

地址信息数据库 、人口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库是

CSRM中重要的数据源 ,它反映了城市各统计区

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 ,是正确进行市场挖掘

和商业分析的重要依据。

除了 7种主要的数据库作为 CSRM系统的数

据源外 ,还可以包括企业经营管理 、社会环境 、社

会治安等其他数据 。另外 ,在传统 CRM 中 ,经数

据挖掘工具生成的结果数据也可作为 CSRM 的输

入。在这些数据库中 ,客户数据库 、地址信息数据

库 、道路网数据库和人口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库是

必要的。

基础数据层中的数据库统一由数据管理层即

GIS环境进行管理。GIS 综合利用各种信息进行

空间分析 ,得出企业关心的信息 ,为分析应用层和

决策支持层服务。分析应用层和决策支持层服务

于企业的营销部门 、销售部门 、客户服务部门 、市

场研究部门和企业决策部门等 ,直接作用于企业

商业活动和企业管理 ,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 ,扩大

市场占有份额 ,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和知名度。

2.3　CSRM系统的功能

CSRM系统是面向企业管理和决策的空间决

策支持系统 ,在其结构框架中 ,决策支持层位于最

高层 。建设CSRM系统的目的在于帮助企业在地

理空间上寻找客户的分布规律和影响客户空间分

布的内在因素 ,进行各种商业分析的市场研究 ,为

营销策略规划和企业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CSRM应能够实现如下基本功能 。

1)企业和客户信息的空间查询 、统计和空间

表达 ,生成查询和统计结果专题图及客户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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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SRM系统的基本技术框架

Fig.2　Basic Technical Framework of the CSRM System

告等 。

2)客户和销售点之间的空间关系分析。

3)客户服务的最短路径分析(时间最短 、距

离最短或成本最小),客户(驱车 、乘公交车或徒

步)到达销售点的等时间线分析。

4)竞争对手的空间位置 、辐射范围 、市场区

域以及与本企业销售点的空间关系的分析。但由

于缺乏竞争对手更加详细和全面的资料 , 在

CSRM中此功能只能作定性的简单分析 。

5)市场区域分析 、市场份额统计 、潜在市场

份额分析和市场占有率分析。

6)分析客户的人口统计特征 ,寻找具有何种

特征的客户是最好的客户;寻找与最好客户特征

相匹配的潜在客户的空间分布 ,为制定相应的产

品宣传和广告策划方案提供信息。

7)基于城市规划的市场潜力预测。

8)销售点在目标市场中的选址分析 、新销售

点周围的人口统计评价 、整个销售网络平衡等 。

9)基于人口统计的查询 。比如 ,寻找即将到

达结婚年龄并且具有一定购买能力的人群的空间

分布 ,对于家电制造企业的市场分析部门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再如 ,教育背景 、文化背景 、家庭人

口结构对购买愿望的影响分析等。

另外 ,如果能够获取社会环境 、社会治安等数

据 ,还可以进行其对市场的影响分析等 。

2.4　CSRM与 CRM的关系

以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为核心的传统

CRM实现了客户信息管理 、营销管理和客户关

怀 ,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但很少涉及空间层次上

的概念。而CSRM则充分利用了 GIS在空间分析

上的优势和城市人口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资源 ,实

现了在空间概念上的决策支持 ,为企业管理和战

略决策提供了更具科学性和可靠性的依据。

在CSRM结构框架(图2)和传统的 CRM结构

框架(图 1)中 ,客户数据库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两

者应是一致的 ,都是由与客户发生关系的销售渠

道和沟通渠道(呼叫中心 、企业网站等)产生。除

了在基础数据层共用一个客户数据库和 CRM 数

据挖掘结果作为CSRM的输入这两点之外 ,CSRM

和传统CRM之间再没有其他的输入输出关系 ,从

而保持了 CSRM 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这种相对独

立性使系统的建设更具灵活性 ,降低了系统建设的

难度 ,节约了系统建设的成本和周期。CSRM 实际

上是传统CRM 在空间意义上的延伸 ,扩展了 CRM

的概念。CSRM是侧重分析型和决策型的系统 ,而

目前传统 CRM则较多地应用于企业的经营自动化

和客户服务管理等操作型的业务流程中 。把传统

CRM的操作型功能嵌入到分析型的 CSRM中去 ,是

使CRM功能和概念更加完整全面的有效途径 ,也

是CRM发展的趋势。

3　CSRM的应用实例

根据某家电企业的要求 ,基于 ArcView 笔者

474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3 年



开发出了该企业空调销售的城市客户空间关系管

理系统(UCSRM),该系统可以结合城市人口统计 、

社会经济等数据实现城市客户空间关系的查询 、

统计 、空间分析和商业分析以及基于人口特征的

分析等功能 ,为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提供了

有力的空间支持工具 ,对提高该企业对客户关系

的管理和经济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 3是该企

业在某城市空调销售的客户空间分布情况和基于

购买时间(2001 年以来)的客户空间查询和属性

查询情况(图 3中为白色的小圆点)。从图 3中还

可发现客户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及城市用地性质

间的一些内在关系 。比如 ,客户较集中的地区

并非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而城市居住用地和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则较多地集中了购买该企业产品

的客户。

图 3　客户的空间分布

Fig.3　Customer Spatial Distribution

4　结　论

CSRM是面向企业管理和决策的空间决策支

持系统 ,是城市商业地理的 GIS 应用 ,它扩展了

CRM的概念 ,是传统 CRM 在空间意义上的延伸。

CSRM为GIS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商业分析和企

业决策管理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同时为 GIS 技术

更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开辟了新的道

路 ,真正做到GIS的企业化应用 ,并将推动数字城

市的建设和GIS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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