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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智能 BI 挖掘零售利润空间
——商业智能、数据分析和需求预测在现代零售管理
中的关键运用

内容提要:
世界领先的零售商如何将 BI 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流程，更有效地
做出经营决策；
如何让各部门获得版本统一的即时信息；
如何在连锁经营中有效综合门店当地的消费趋势，做出最佳预
测和决策

简介
现代零售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增长的消费者期望值。无论是实体商铺、电子商务
还是其它渠道，零售商都必须时刻掌握各类进销存数据，并结合对流行趋势和未来销售的
预期做出最有效的经营决策。这一切都对现代零售商在管理中如何高效整合并分析数据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因此突出了 Business Intelligence——BI 商业智能和分析在零售经
营管理中日渐增长的重要性。
在快节奏、大货量的零售运营中，企业必须及时掌握消费趋势、价格变化、以及库存和配
送水平等多方因素以求有效地增长零售业绩。面对这些经营活动中的大量数据，各级零售
主管往往将 80%以上的时间浪费在数据收集和初步的整理上，结果无暇顾及真正关键的
信息分析，或者不得不依赖于 IT 部门以提供数据并制成相关报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零售企业主管们如果能便捷有效地获取、分析、和汇报最相关、最重
要的数据信息，并将其用于制定关键的经营决策，这样，他们便能够更加迅速和高效地应
对市场变化和管理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外，新一代的商业智能分析工具还具有强大
的模型分析和预测功能，这样，零售经营主管能在掌控现行运营情况的基础上，更对未来
的变化和趋势拥有先见之明，从而制定更主动的经营策略，作出更快速灵活的工作部署，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奠定坚实的竞争优势。
由此可见，商业智能分析在现代零售经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领先的零售连锁
企业增长收入、扩大利润。高质量、高智能的数据信息能为零售主管提供对未来趋势的前
瞻预见，让他们更理性地平衡零售运营中的风险与收益。

现代零售面临海量信息
在今天的零售连锁环境中， BI 商业智能应用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是零售运营中海量的可
搜集数据点。在利用数据分析指导决策、形成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的过程中，真正的关键
不在于数据之多，而在于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尤其是该信息同具体经营问题的相关性。
所以信息处理的核心就落在了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整理上，并在此基础上将最为相关的数据
分析转化成为清晰直观的结果，让用户不仅能清楚了解当前运营情况，还能根据分析、模
型和预测功能了解未来趋势，为管理层提供至关重要的经营预见，形成关键决策。这样，
各渠道、各部门的零售管理人员便可以更快捷地根据理性决策采取最佳行动，以提高运营
水平和整体效能——在零售运营过程中，有什么比及时缩减销售损失、适度调整库存水平
和及时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更为重要的呢？
在商品管理的过程中，零售商也已经开始渐渐脱离标准化、统一化的商品组合，而开始为
遍布全国或世界各地的连锁门店制定更符合当地消费规律的本地化商品组合。这个精细化
的过程也更加凸显了 BI 在日渐增长的零售信息量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举例来说，为
用高智能 BI 挖掘零售利润空间

第1页

连锁系统中不同门店制定经过优化的、差异化、本地化的商品组合需要零售商综合分析多
方面的因素，例如消费习惯、购买趋势、价格因素、尺码销售信息等等。在这样的经营环
境中，仍旧依靠成百上千份分散的电子表格来掌握经营状况、制定和调整经营策略无疑是
陈旧和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
因此，有效的利用高品质的数据信息和分析结果可以成为现代零售经营中一项关键的企业
核心竞争优势，助力零售商增强企业内部管理和更好地理解外部市场环境。新一代高智能
的 BI 能为各个销售渠道和各级商品运营计划带来信息的高度可视性，切实帮助快速成长
中的零售企业实现以顾客为中心的现代零售经营模式。
下面列举了一些前沿的零售商们所经常使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将这些指标标准
化、直观化将有助于各级零售管理人员准确把握变化发展的业务情况和市场水平。

关键绩效指标 （KPI）
•
•
•
•
•
•
•
•
•
•
•

边际利润实现率
库存周转率
计划-执行偏差
产品生命周期
平均销售流通率
热销/滞销商品对比
品牌供应商计分表
周一汇报
当季绩效
多渠道数据分析
库存对比

智能的新型 BI 还能搜集和整合整个供应链上大量的信息，让企业内各级各部门用户能实
时交换信息，并能增进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因而做出最合理的库存、促销和价格决策。
同时，在一个多渠道零售经营模式中，渠道之间能及时共享高品质的数据资料也将变得越
来越重要：未来的消费者将期望在电子商务和实体商铺之间任意浏览、随时购买，这也就
意味着商家能够为顾客提供准确和可靠的商品和购物信息，方便消费者从一个渠道向另一
个渠道无缝完成购买过程，创造最前沿的购物体验。

便捷有效的 BI 商业智能
真正高智能的 BI 不应仅仅局限于生成静态的报表，更应被深入融合进动态的经营管理过
程之中。在应用中，我们还需意识到一场更为深刻的管理和思考方式变革：让 BI 从一个
少数高级主管手中的信息工具变成企业内部人人可用的信息平台。企业内的多个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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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充分利用 BI，例如商品管理部、仓库以及门店运营部，这样，高度相关的业务部门
能在有效的数据支持之上做出最理性的运营决策，而无需等到 IT 部门分头为各个部门的
数据进行繁琐的编码，生成数据报表。传统的分散式数据信息分析效率极低且已过时。
现在，零售企业内部各级各部应拥有对数据和分析的及时掌握。 同时，BI 还应该融入整
个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和系统中。最有效的 BI 不仅能预测销售量，帮助商家跟踪现行业
务水平，还能够有效根据 KPI—关键绩效指标，帮助商品经理制定各类财务计划、商品计
划，以及具体的商品组合计划。
传统 BI 应用中的首要难题是其操作的复杂性。最先进的 BI 必须易于使用，拥有用户友好
的界面，并可以让多个分散的用户利用交互式的界面获取并使用分析信息。有效的 BI 平
台还应保证信息的相关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让各级各部门用户都能获取版本统一的数据
信息。另外，让数据信息最有效地辅助经营决策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为各用户提供同决策最
为相关的信息——对高层管理者而言，最有效的信息呈现可能是以信息仪表盘的形式；对
商品经理和财务部门的用户来说，最有用的也许是交互性更强的工具；对其它销售和执行
前线的员工而言，简单而无需大量培训就可使用的数据报表可能最为理想。

将 BI 应用融入整个企业的管理流程和系统中
在应用中，商业智能应能成为内置于整个业务流程之中的信息平台，用量化的分析结果辅
助重大经营决策，将企业管理从直觉性思考向战略式思考转变。智能的新型 BI 必须能搜
集和整合整个供应链上大量的信息，让企业内各级各部门用户能实时交换信息，并能增进
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因而做出最合理的库存、促销和定价决策。在运营中，零售商不仅
需要在企业内部分享信息，加强协作，还需要同其供应链合作伙伴一起分担经营风险。在
这个过程中，有效的 BI 工具能为零售商和供应商提供经过系统精算得出的预测数据，同
时纳入历史信息和其它当前销售趋势和经营变量，让零售商和供应商都能更理性地考量和
分担投资风险。补货和续订就是这样一个风险分担的例子。零售商一般需要向生产商提供
POS 数据，生产商再根据这些信息估测零售水平。在操作中，生产商往往进行较为保守
的销售估计，而这就可能造成零售方面出现库存短缺或断货而造成不必要的销售损失。
利用一个有强大分析和预测功能的 BI 工具能综合多个复杂的销售、需求和库存因素，并
让零售商和生产商更透明地共享系统经过科学分析得出的预测结果。这样，供应商和零售
商双方都能提高生产效能，尽量保证 100%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时有效降低库存水平，从
而成功地增收增利。这样的 BI 工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整合工具，其内置的强大预
测和精算功能更真正为整个零售运营中的信息化管理带来独一无二的智能。

BI应用的演进与发展
那么，BI 商业智能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而零售商又应该如何充分的利用这个至关重要
的信息工具呢？BI 发展到今天，经过了许多不同的阶段：最初，BI 仅仅是 IT 专业人士开
发的一个报表工具。之后，BI 的成熟发展期将其从一个静态的报表功能逐步扩展为一个
动态的数据分析工具，为管理层用户提供交互式的信息汇总和视觉呈现，以仪表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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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体现最新数据分析结果，并能做到及时更新。而更为先进智能的 BI，将能够预警
经营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和潜在机遇，让管理者能够及时把握运营中的盈利机会。
然而，BI 的未来还不止于此。新一
代的 BI 将成为一个集成化、高协作
性的商业运营计划工具，利用内置
的预测与分析模型功能发掘潜在销
售和运营规律，模拟可能的运作情
境。它将自动过滤出最相关的数据
信息，为管理决策者和用户创建每
周每日的任务备忘录，整合消化成
千上万条数据，成为决策者的“千
里眼”和“顺风耳”，发掘最有意
义的信息以辅助及时、理性、有预
见性的商业决策。
对零售商而言，这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根据款式和各门店情况决定最优库存水平和补货量
分析辨认畅销商品和其各渠道销售状况
利用信息仪表盘在数据呈现的基础上提示管理者任何同业绩期望值出现偏差的商
品个案
创建和跟踪业绩指标，建议适宜的行动和措施以纠正执行误差
比较上年业绩并预测未来两年结果
植入细化至门店的未来商品计划和战略规划信息，并可根据不同的管理级别获取
相关的计划数据

BI应用的未来：驱动全过程运营计划管理流程
我们对未来 BI 的应用基于一个简单的认识：零售经营的计划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
程，而是一个循环不断的环式流程，连接起计划和运营中重要的 Open to Buy 当季管理、
商品计划、以及商品组合计划三个重要环节。零售计划不应简单机械的从商品计划开始，
推演至商品组合计划再进入 Open to Buy。所有这些环节和信息都应该有机的结合，形成
动态循环，而结合的关键就在于商业智能平台。
在 Open to Buy 当季管理的过程中，BI 的数据分析必须拥有预测功能，而不仅仅局限于
历史数据这一单一的方面来进行推测，BI 商业智能可根据多维因素计算出每个门店每个
商品类别的销售预测情况，并让零售商在每个星期一第一时间获取这些信息，加速管理决
策的制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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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I 平台中，标准的层级结构信息显示是过时的概念——今天新一代的智能 BI 平台能根
据用户所需显示相应格式和级别的 Open To Buy 采购限额计划。用户还可以即刻进行数据
钻取，掌握从连锁系统一直向下细化到门店级别的信息。管理层还应能将多渠道信息综合
浏览或者分开呈现。
当商品主管做出当季管理决策时，第二年的季前计划也开始展开。以往的情形下，商品主
管必须用上一年的历史销售数据作为此季前计划的出发点。然而，新一代的智能 BI 平台
能输入根据多维分析精算出的预测数据，将这个结合了当季最新销售情况的结果作为下一
年计划的起始点。这也就意味着商品经理们可以在分析和调整每周 Open To Buy 采购限额
的同时做出相应的未来商品计划。
另外，高智能的 BI 方案还能分析决定每个门店、每个商品类别所应销售的最佳款式组合
和 SKU 数量。在商品计划得到管理层审批通过之后，它们将成为形成商品组合计划的基
础。此时，一个智能的 BI 方案可以利用一个成型的商品计划为零售商品主管生成符合门
店情况的商品组合计划。
该商品组合计划应以需求情况为基准，决定每星期派向门店的最佳货量以及每个款式、颜
色的详细进销计划。商品部门的员工用户可以再更进一步地调整商品组合计划来将其同整
体商品计划进行协调。一旦商品组合和商品计划得到了有效的连接，这个协调统一后的计
划将为当季 Open To Buy 所见，以协助进一步的门店级销售预测和管理运营。
那么，零售企业该如何判断其急需一个商业智能解决方案来提高业绩呢？如果企业在运营
中遇到下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一个智能的 BI 工具将让经营管理受益匪浅：






数据资料版本不一：会议上各级各部门“各执一词”，无法拥有协调统一的最新
数据
无法即时进行深入数据分析：你知道你销量最大的门店业绩，但不知道其最畅销
品种、
无法找到重要信息：必须高度依赖IT部门寻找数据、钻取信息
无法区分或者优先事务：由于可用信息的缺失造成战略计划调整与市场情况的偏
差，错失业务良机
运营灵活性低：由于数据汇总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只能每个月而不是每个星期进
行Open To Buy采购限额计划

总结
今天的企业面临大量的信息流、业务的国际化和更高的消费者期望值。这都要求零售运营
利用高效的流程和先进的工具来解放管理者和企业用户的头脑，让他们能更好的利用信息
来作出经营决定而不是被庞大的数据量和繁杂的信息处理工作所淹没。在有效整合企业内
外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零售商还应该让先进的商业智能和分析工具为企业内各级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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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用。通过规范标准和流程优化来提高效率，最终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并为零售企业
增收增利。
商业智能工具和平台必须建立在操作简单、高度相关、高度灵敏等原则上。这样的 BI 才
能真正帮助加速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让零售商在一个以创新为原则的环境中建立起独特
的竞争优势。
所以，现代零售商面临着一个选择：采用行业最佳实践或者被信息时代所淘汰。行业领先
的企业将拥有更高效的管理团队、更快速灵敏的反应力，为企业带来业绩的增长和利润的
扩大。这些都取决于对新一代 BI 商业智能平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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