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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结合试验设计的思想，采用多种分析方法从两个角度，通过对一家电信增值业务 

提供商在客户流失危险度模型指导下的针对性营销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数据挖掘指导下特定 

的针对性客户营销策略在增加企业用户数量和提高用户质量方面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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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al—evidence analysis about pertinence marketing results tO a telecom increment service is performed from tWO 

view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ustomer loss dangerous degree models by use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y，in coordination with test 

design idea，adopting multi analysis method．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it has prominent effect of the made pertinence customer 

marketing strategy in increasing user’S quantity and improving user’S quali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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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一个预测模型，对客户流 

失概率进行预测，找出客户流失的原因，分析客户的特 

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地制定客户营销策略，以期高效发 

掘新客户，尽量留住现有客户，是企业在提高客户营销 

效果方面的一个新尝试，其效果如何，还有待研究L1]。 

本文结合试验设计的思想，采用多种分析方法从 

两个角度对基于数据挖掘而采取的针对性客户营销效 

果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数据挖掘指导下制 

定的针对性客户营销策略在增加企业用户数量和提高 

用户质量方面有显著效果。 

l 数据挖掘在电信增值企业客户营销中的应 

用 

电信增值企业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客户资料进 

行深层次的探索和分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在以 

下几个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势[2]。 

1．1 高效地发掘新客户 

数据挖掘对电信增值企业在发掘新客户方面的推 

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L3]： 

首先，数据挖掘拓展了发掘新客户的途径。数据挖 

掘能够从企业网站登录信息、免费电话拨打信息、申请 

表填写者信息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寻找优质的潜在 

客户。这些发掘潜在客户的新途径大大拓展了传统的 

各种广告、电话行销、发宣传单等途径 为企业发掘客 

户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其次，数据挖掘提高了传统发掘新客户途径的效 

率。数据挖掘能够从历史数据中，发掘出对营销活动内 

容感兴趣的人，从而锁定营销活动的重点对象，使得企 

业通过直邮广告行销、电话行销等传统途径的营销活 

动更有针对性，大幅度提高这些途径的有效性和回应 

率。 

1．2 留住现有客户 

客户流失是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损失和威胁，为了 

保有最大的用户群，企业除了努力发展新客户之外，尽 

量防止客户的流失也同样重要。数据挖掘能够帮助企 

业了解什么样的客户容易流失，每个客户流失的概率 

有多大，客户流失的原因是什么，从而企业能够据此有 

针对性地制定策略，将最好的客户留更长的时间，以最 

大程度提升客户存在期的价值。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还 

能够帮助企业更容易识别重点客户；能够帮助企业从 

客户先前的订购业务行为的信息中，寻找决定他下一 

个购买行为的关键因素；也能够帮助企业尽可能地识 

别可能发生恶意欠费等欺诈行为。 

2 我们前期的研究成果 

在我们前期研究中，曾利用一家成立不久的电信 

增值业务提供商的客户数据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实证 

研究，建立了一个客户流失危险度模型，该模型在以下 

几个方面对客户营销有指导意义： 

第一，确定影响客户流失的关键因素：客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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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联通、移动)、客户所在地区、客户一定时期内接 

收的短信数量。 

第二，分析各个因素对客户流失的影响方向。 

从总体上看，一定时期内，用户接收的短信越多， 

用户的流失概率就越小；福州地区的用户流失概率比 

其他地区的用户小；移动、联通、电信这三类用户，流失 

的概率依次变小。 

第三，预测每个用户的流失概率。 

利用该模型预测每个用户的流失概率，并对这些 

用户跟踪考察 2个月后发现：如果预测用户流失概率 

小于 0．2，那么，用户在两个月内实际流失的可能性是 

比较小的；而如果预测流失概率大于 0．2，又不采取措 

施进行挽 留，那么 ，用户在两个月内发生流失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 

3 基于数据挖掘的针对性客户营销效果的实 

证分析 

3．1 采取针对性的客户营销措施 

根据客户流失危险度模型的分析结果，企业采取 

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客户营销措施：①对于在用用户， 

特别是模型预测流失概率大于 20 的用户，平时有意 

识地给他们发一些有人情味的短信，希望能有效地降 

低用户的流失概率，从而降低用户的流失率。 

②在新用户开发方面，公司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重点开发福州地区的用户，然后是其他地区的用户，重 

点开发电信用户，然后是其他类型用户，以期使一定的 

投入收到最大的效果。 

3．2 针对性的客户营销效果实证分析的实验设计 

公司最近几个月客户营销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如图 1)。 

全面营销阶段(第 130天到第 170天)：用户注册 

数出现个小高潮，这段时间公司曾在一些媒体上向所 

有潜在客户作广告，也举行一些促销活动，也确实收到 

了一定效果。 

无营销阶段(从第 170天到第 210天)：客户注册 

人数很少，这段时间公司基本没有采取什么营销措施， 

所以客户注册人数比较少。 

针对性营销(从第 210天到第 250天)：这期间公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日期 

-退定人数 注册人数 

图 1 日进出人数 

司在数据挖掘模型指导下，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营 

销措施，客户注册人数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通过对比无营销阶段和针对性营销阶段的数据， 

能够确定针对性营销措施对客户营销是否有显著效 

果，通过对比全面营销阶段和针对性营销阶段的数据， 

能够从客户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确定针对性营销措施是 

否比传统的全面营销措施有更明显的效果。图1资料 

初步印证了这些设想。 

3．3 针对性客户营销效果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客户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数据挖掘指导 

下客户营销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 ‘。： 

3．3．1 针对性客户营销对增加用户数量效果对比分 

析 

①针对性客户营销对增加新用户的指导作用分析 

对无营销阶段和针对性营销阶段每天新增用户数 

数据，利用 SPSS13．0进行独立样本 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无蕾销阶段和针对性蕾销阶段效果齐性方差检验表 

方差齐性检验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F Sig． f Sig．(2一tailed) 

齐性方 
28．863 ．000 —3．569 112 ．001 

日注册 差相等 

人数 齐性方 
— — 4．641 92．022 000 

差不等 

两组数据的Levene方差齐性检验 F一28．863，P 

值一0．000~0．005，说明两总体方差有显著差异。表中 

最后一行表示齐性方差不等的情况下的 t检验结果， 

依次显示t检验值、自由度、双侧检验户值等。因为f一 
一

4．641，P一0．000<0．005，可以认为，数据挖掘指导 

的有针对性的客户营销在增加新用户数量方面有显著 

的作用。 

②针对性客户营销和全面营销对增加新用户效果 

对比分析 

对全面营销阶段和针对性营销阶段每天新增用户 

数数据，利用 SPSS13．0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如 

表 2。 

表 2 全面蕾销阶段和针对性蕾销阶段效果齐性方差检验表 

Levene方差 
齐性检验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F 堙． t Sig．(2一tailed) 

齐性方 
21．221 ．000 ——2．478 112 ．015 

日注册 差相等 

人数 齐性方 
— — 3．244 89．512 ．002 

差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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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ne方差齐性检验 F一21．221，P值一0．000 

<O．005，说明两总体方差有显著差异，表中最后一行 

表示齐性方差不等的情况下的t检验结果，依次显示 t 

检验值、自由度、双侧检验 P值等。因为f一一3．244，P 

—O．002<0．005，可以认为，数据挖掘指导的有针对性 

的客户营销在开发新用户，增加用户数量方面比传统 

的面向所有客户进行的促销活动有着更加显著的指导 

效用。 

3．3．2 针对性客户营销对提高客户质量效果的对比 

分析 ’ 

每天新增用户数从数量上反映了数据挖掘指导的 

针对性客户营销对开发新用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而 

通过生存分析建立用户的风险函数，分析用户的累计 

风险率，则能够从质量方面检验针对性客户营销对开 

发的新用户和留住老客户的指导效果。 

对三个阶段的注册用户数据和退定用户的数据， 

利用生存分析中Kaplan—Meier方法进行分析，得到三 

个阶段的风险函数，以及各个阶段的累计风险率，如图 

2所示 。 

从图中可以看出，注册 15天后，针对性营销阶段 

o．3 

o．2 

o．1 

I — I--●-J -●-- --●● 
t：：．- -- 

· · - 

-无营销 
·全面营销 
·针对性营蛸 

0 5 10 15 20 25 30 35天数 

图 2 三个阶段风险函数图 

注册的用户的累计风险率约为 12 ，而全面营销期间 

注册的用户累计风险率约为 23 ，无营销期间注册的 

用户的累计风险率约为 28 ，针对性营销期间用户的 

累计风险率明显低于无营销和全面营销阶段的用户累 

计风险率。 

从差异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og Rank、Breslow 

和 Tarone—Ware检验的 Sig．都小于 0．01，这说明， 

这三个阶段用户的累计风险函数有显著差异，即针对 

性客户营销在降低客户流失概率，提高客户质量方面 

有显著效果。 

4 结 论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数据挖掘模型指导下进行 

的有针对性的客户营销措施对增加用户数量和提高用 

户质量两个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了客户流失危险度模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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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hasEffects保证 

消 息双方状 态 的一 

致性，即遵守同一协 

议规范。 

⑤ hasActions 

行为属性是消息传 图1 通信协议本体 

送方的核心，可以增加或取消协议的执行，唤醒一个执 

行过程，发送、接收消息。 

4 结束语 

基于 SOAP的语义 Web服务通过 Internet协议 

和XML格式的SOAP来实现网络服务的访问，具有 

跨平台、跨语言的优点。但是没有任何技术可以解决一 

切 问题，Web服务的若干技术 SOAP、WSDL以及 

UDDI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基于 XML的 SOAP 

在语义 Web服务开发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在基于 

SOAP的通信协议研究中融合本体技术可以将语义引 

入通信过程，实现通信的智能化。下一步的工作将进一 

步完善协议本体，建立一个广为接受的通信协议本体， 

达到通信的语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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