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铁成: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6.011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7年11月 第15卷 第6期

Vol.15 No.6 Nov. 2017▶管理学研究

摘 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正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大数据使得精准营销有了实施的前提

保证，从而建立起更加高效的营销模式，使得营销决策更加精准，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本文通

过阐述大数据与精准营销之间的关系，从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产品精准营销体系构建、基于数据挖掘中心和第三方平台进

行精准营销、形成优选客户的信息反馈机制、大数据与精准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大数据精准营销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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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企业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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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大数据的发展

（一）大数据的定义及特点

Gartner认为，大数据是指应用新型处理模式之

后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以及流程优化力的信

息资源。就目前而言，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和实业界

对大数据的定义均没有达成共识。这里对于大数

据定义的理解是为政府、企业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的海量数据资料，并且无法通过目前主流的数据处

理软件获取、管理、处理[1]。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大数据具有“海量、多样、快

速、价值”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大数据迅猛地发

展起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大数据赖以生存

的“介质”。海量化是指大数据的采集、储存及计算

的量都很大[2]。大数据在不到 50年的发展过程中，

就数据的量而言，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3]。无论是结

构化数据还是非结构化数据都包含在大数据中。

而且大数据的处理速度快，便于进行决策分析，提

高了决策的效率。数据的复杂性、多样性使得大数

据在提取有用的信息时存在困扰。因此，对没有价

值信息的过滤是对于大数据价值的发现的基础。

正因为这些特点才决定了大数据在房地产、农业、

精准营销、个性化推荐、医疗等领域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4]。随着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及社会需求的多

样化，未来大数据将会在功能方面进一步提升。

（二）国外大数据的发展现状

20世纪 90年代大数据第一次被提出以后，大

数据的发展和应用逐渐成为趋势。麦肯锡在 2012
年的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这使得人们开始增加对大数据的认知和关注度。

2014年，大数据在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随着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参与，公众需求被

不断挖掘，应用场景逐步丰富。与之同时，企业级

大数据应用也逐渐普及。大数据成为全球 IT支出

新的增长点。2014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285
亿美元（见图1）。

（三）国内大数据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相关大数据的优惠政策、科研项目、

技术应用等正进入落实阶段。国家各部委和地方

各级政府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相关大数

据的规划方案正在不断推出。2014年，我国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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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大数据在各个行业的应用

开始起步，市场规模明显扩大。2015年我国大数据

与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进入了有机结合

期。在我国，大数据的应用逐渐得到普及，其规模

也处于不断地扩张中，市场规模持续高速增长（见

图2）。

数据来源：《2016-2020年中国大数据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

图1 2012—2017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

图2 2011—2016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

从图 2可见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逐年增加，

2014—2015年是大数据市场规模增长的高峰期。

可见大数据的市场规模在我国呈爆发式增长。在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大

大降低传统的营销成本，通过数据特征找出客户的

偏好特征，进而满足精准营销的要求，可以更好地

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规划。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该纲要成为了我国大数据快速发展的“灯塔”，

该纲要公布之后，国家随即开启了部署大数据方方

面面的工作。大数据在社会各界正在广泛应用，尤

其政府在提取相关政策支持后，大数据市场规模将

继续不断扩大。运营化、实时化、高效化、智能化和

云端化将会是大数据技术在采集、分析和应用三个

环节的主要特征。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及传统

行业的有机融合，会使大量创新行业不断涌现[5]。

二、文献综述

（一）大数据

2008年 9月《自然》杂志推出“大数据”专栏以

后，大数据逐渐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的热门词汇[6]。

国外关于大数据相关文献有，Dumbill（2012）采用

IBM公司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规模性、实时性、

多样性”特点[7]。Ramsey,Labored（2014）认为大数据

金融有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优势，注重关注用

户体验，可以照顾到传统金融市场中的中小客户，

有效整理碎片化的资源，促进资金更优化的利用[8]。

国内学者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巴曙松、彭涛

（2013）探究了大数据用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的一些设想，提出金融数据开放共享服务

小微经济体的愿景[9]。范彦君（2013）对金融资产管

理业务基于大数据的实践应用提出了设想[10]。易欢

欢、赵国栋(2013)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金融业的跨

界与颠覆问题[11]。康书生、曹荣(2014)基于大数据技

术在融资领域的应用研究，提出基于大数据的征信

体系建设[12]。杨虎、肖宏伟(2014)则研究了基于大数

据的互联网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发现了大数据对于

金融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13]。

大数据凭借容量大、种类多、速度快的特点，包

容性地形成“大数据+”的规模型产业链。借助大数

据的产业链的发展和进步，彭程（2014）通过对我国

大数据产业的现状调查，预计大数据产业在 4年内

将会突破百亿元，而我国也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数

据产业群[14]；池莲（2015）认为大数据产业是集供货

商、存储商、分析及挖掘商、应用企业等为一体的综

合性大规模经济产业链[15]；施丽萍（2015）认为我国

正处于大数据发展的绝佳时期，相关部门应当促进

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鼓励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应用，成立相关部门统一

协调、统一管理 [1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以

及交易结构的多样化，大数据的应用正在支撑着更

为迅速且更灵活的策略。

（二）精准营销

在大数据时代，客户已被数据化。大数据使得

成千上万的客户被精准细分与定位，从而真正实现

了客户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是高度个性化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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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时炼波、张俐华（2009）
认为，精准营销是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

相结合进行精准定位，在此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捕获目标客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等

信息，形成个性化的顾客沟通服务体系，构建一个

恰当的信息传输通道，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

活动，实现“一对一营销”，实现企业精准、高效的营

销沟通，达到效益最大化 [17]。伍青生等（2006）在分

析精准营销的基础上，阐述了精准营销的运营体

系，把精准营销的方法归纳为基于数据库营销的方

法、基于互联网的方法、基于第三方渠道的方法，提

出了精准营销的发展趋势[18]。当前市场上出现大量

的推销商品的广告，一部分是消费者愿意看到的，

还有一部分是偏离消费者需求倾向的。干扰内容

如何去除取决于运用全面及时的数据预测出较为

准确的顾客意愿偏好。因此，大数据应用是进行精

准营销的必然[19]。

（三）文献述评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目前国内外对大数据金融

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大数据技术内涵和应

用研究较多，但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文献相对较

少。一方面大数据对海量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以

此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更好

地加强风险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大数据

金融通过对客户的海量非结构化的大数据进行实

时跟踪分析，利用云计算技术准确预测客户未来的

行为，从而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率，使得企业能够准

确量化风险，提高风险的可控性，及时发现潜在风

险并有效规避风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数据在营销管理方面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企

业更加有针对性地注重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个

性化营销方案设计，实现精准营销服务。

三、大数据与精准营销之间的关系

（一）大数据自身价值是精准营销可行的前提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丰富的数据资源

为营销管理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当前，国内

外很多的企业均意识到了这种动态性的变化，开始

注重挖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积极主动地改变了营

销服务方式。过去通过邀请明星代言以提高其产

品在社会上的认可度，每年会将大量的货币资金花

费在广告上，将广告成本分摊到产品价格上，从而

提高了产品的价格，进而提高消费者消费的成本，

这并不是一种良好的营销理念。此外，企业在促

销、店铺展示上，尤其是实体店就是一笔昂贵的支

出，生产商家希望产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段内被合

适地铺市。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在展品柜台内放置

传感器，就可以节约较多的成本。大数据不仅可以

节约销售的成本，而且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消费者量

身定制属于他的商品。大数据不仅可以刻画出消

费者的行为轨迹，还可以挖掘出消费者的情感偏向

及生活习惯。在没有大数据应用时的营销理念主

要是通过对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收入等顾客本身

具有的属性来判断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以及

新的需求，从而制定相应的营销方案。但是在大数

据产生以后，商家不再局限于对顾客本身属性进行

归类，而是通过顾客对某些产品的浏览量、购买量

从而挖掘出消费者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能够精

准预测出顾客的需求，从而实现以顾客生命周期为

基准的精准化营销。

（二）大数据挖掘是进行精准营销的必然

大数据挖掘指的是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未知

的且有价值的信息。精准的营销思想、精准的可衡

量的体系保证以及最终达到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

企业目标是精准营销的三个主要特征。对于第二

个特征精准的可衡量的体系保证和手段只有通过

大数据挖掘才能较好地体现。对于精准营销而言，

企业要做到的就是比消费者自己还要清楚消费者

需求的具体是什么。为了洞察消费者的行为，获取

大量消费者的行为数据是商家营销的基础，并且数

据的抓取必须具有时效性。另外，数据的全面性也

是预测消费者行为倾向的重要保障。企业如何将

自己稀缺性的资源服务于合适的且可以给自身带

来收益最大化的顾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于顾客的遴选，不仅仅简单地考虑顾客的身份、

年龄、收入等方面。为了实现精准营销，企业还需

要深刻了解顾客的需求及其变化，以及顾客需求的

差异性，并将其划分为若干具有明显特征差异的群

体，最后根据辨别出来的顾客群的不同特征，并结

合企业的产品定位选择某类产品的消费者，进一步

对目标群体的消费者行为倾向进行研究，区分优质

客户与普通客户，分别为他们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营

销策略。在为顾客制定不同营销策略之后，接着一

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精准的投放给

不同的顾客，那么这个方面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顾

陆岷峰，葛和平：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企业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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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对于产品及服务的满意程度。目前一些网站上

经常会出现大量的推销商品的广告，这些广告信息

的一部分是消费者期待的，但是大部分广告是偏离

消费者需求倾向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是没有

价值的。至于这些广告的干扰内容或者不相关的

信息如何排除，关键在于运用实时动态化且全面的

数据预测出较为准确的消费者偏好。由此可见，大

数据应用于精准营销具有必然性。

四、大数据时代下精准营销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开源难，数据获取成本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拥有独家

资源，使得数据的共享很难实现。数据作为信息，

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可能会

涉及许多的商业秘密，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开源数

据。行业之间数据的开源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数

据的共享机制难以形成，数据资源的共享度低阻遏

了精准营销的实现。由于数据共享度低，在获取数

据方面企业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成本。在获取数据

上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之同时，海量的数据能

够有效长久秩序化地储存也是企业面临的难题。

作为一般的企业没有如此庞大数据的储存空间，常

常需要通过购买或者租赁专业的数据存储设备才

能对海量的数据有较妥善的保管。

（二）大数据利用率不高

大数据应用的价值率低是大数据的一个重要

特征，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大数据的利用率是衡量精

准营销是否有效落实的重要指标。目前，数据挖掘

技术无法满足大数据的挖掘需求，对已收集的数据

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导致大数据的价值无法

被充分地挖掘，实质上增加了精准营销的难度，一

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精准营销的成本。

（三）大数据因碎片化而难以整合

随着采集数据的手段不断丰富，数据来源五花

八门，企业对于数据的来源往往不加整理，导致数

据的质量往往不容乐观。这样不仅会存在着许多

冗余的数据，甚至还会夹杂着许多虚假、残缺的数

据在其中，无形中增加了数据的分析难度。可见，

这种大数据价值密度低的现象是大数据应用的主

要瓶颈，给精准营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四）大数据存在合法化问题

隐私是一个围绕大数据应用的重要问题，并且

也是监管中的关键部分。隐私与其他敏感信息一

样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不仅仅与隐私相关的数

据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容易渗透在其他数据中，

导致隐私的保护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所有数

据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如果不合理地

运用，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大数据的使用一

定要以合法化为前提，否则将可能得不偿失。

（五）大数据挖掘人才缺口大

2016年 7月 15日，数联寻英发布的《大数据人

才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大数据人才仅有46万，未来

5 年内将面临 150 万的缺口，而且培养的难度很

大。一方面对大数据的挖掘不仅要靠专门的计算

机软件，对于计算机软件还需不断地更新升级；另

一方面是精准营销，需要学习市场营销专业。可

见，计算机软件应用人才不仅要精通计算机还要具

备市场营销学方面的知识，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六）数据信息与客观实际往往存在偏差

虽然利用大数据对客户的行为和偏好进行分

析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但不能忽视云计算没有感性

的数据运算和处理结果。由数据运行出来的结果

难免会与客观实际产生偏差，有时甚至存在很大的

偏差。数据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客户的

需求倾向，但是客户的心理活动受多种因素影响，

是难以把握的，经常性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

生波动。尤其是年轻的客户，譬如年轻的女性，可

能今天喜欢红色，明天就会选择蓝色，今年喜欢宽

松的衣服，明年可能选择修身的服装。可见，客户

的心理活动最难琢磨，数据信息与客观实际的偏差

性总是存在。

五、大数据时代下精准营销的对策

（一）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产品精准营销体系构建

在大数据的时代，传统营销体系很难满足现代

营销活动的有效开展。因此，企业可以积极推进

“产学研”模式，借助大数据平台，对企业自身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精准营销体系开展系统研究及应用，

结合企业大数据平台自身的独特性去优化营销策

略与营销组合，实时进行营销效果的评估与营销体

系的不断完善，实现精准营销体系与大数据平台建

设的协同推进。

（二）基于数据挖掘中心和第三方平台进行精

准营销

在大数据的时代，企业有必要成立大数据挖掘

中心和利用第三方平台。大数据挖掘中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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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自主性、信息保密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强，要

求有强大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支持，

借助发展成熟的第三方大数据平台进行精准营

销。通过制定和实施必要的奖励政策，提高科研人员

的薪酬待遇等吸引国内外专业技术人员等加入大

数据挖掘技术的行列中，并对有重大成果的人员给

予必要的补贴和奖励，如设立专门的奖项，以彰显

数据挖掘的重要程度，最终达到提高数据利用率，

整合零碎化的数据，以促进精准营销的有效实现。

（三）形成优选客户的信息反馈机制

在市场信息战的背景下，大数据是企业最重要

的资源，企业需要注重数据安全，降低精准营销的

成本，要有自己的安全防护软件。通过大数据对客

户的行为进行精准衡量和分析，然后对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优选客户，最后通过市场测试验证市场定位

的精准性。其中对客户的行为分析离不开企业的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该系统记录了客户的基

本信息及其行为，精准营销是以此为前提实施的。

可见，形成优选客户的信息反馈机制非常必要。

（四）大数据与精准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培育

大数据应用于精准营销服务是未来市场营销

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有机融合精准营销与大数据

是未来市场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大数据挖掘人

才的巨大缺口不仅仅制约了大数据技术自身发展，

而且也影响了大数据在精准营销中的应用效果。

因此，需要加强大数据精准营销复合型人才队伍检

核。对于高等院校而言，高校应该增设相关专业，

可以培养既要掌握大数据技术又要熟悉市场营销

的复合型人才，可以引入企业中的专业人士进行授

课和交流，达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效果，提高复

合型人才的质量与数量。同时，企业可以对其新员

工进行岗前培训、老员工进行定期的在岗培训，以

及通过校企联盟培育复合型人才，将大数据技术真

正高效地融入精准营销中去。进而填充大数据人

才的巨大缺口，满足社会各界对于大数据精准营销

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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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big data is gradually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such as market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Big data can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ion marketing premis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ore efficient marketing
model, making marketing decisions more accurately,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reduce unnecessary costs.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data and precision marketing, from the big data platform products based on precision mar⁃
ke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data mining center and the third party platform based on precision marketing,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
nism, the formation of optimization of customer data and precision marketing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measures of big
data precisio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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