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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期望个性化体验

客户体验（CX）决定或破坏品牌的声誉和利润 ——客户每次互动
时都期望获得个性化的体验。79% 的消费者表示，除非获得出色
的 CX，否则他们不会与品牌互动（见麦肯锡报告）。

COVID-19 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导致依赖数字渠
道进行日常互动的消费者大量增长。事实上，麦肯锡报告称，各行
各业的数字化采用率增长了 28-46%——预计这一变化将持续存
在。因此，数字渠道中的 CX 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

如果品牌现在要通过关键的数字渠道提供客户期望的个性化体验，
他们必须能够：

1.	 在客户与数字渠道互动时倾听他们的声音

2.	 理解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需求

3.	 决定如何在当下以最佳方式与每位客户互动

4.	 用个性化的体验来实施每一个决定

那么品牌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品牌都使用第三方基于 cookie 的跟踪器来了
解客户与数字渠道的互动。这些被添加到网页和广告中，以跟踪客
户的活动，建立他们的兴趣档案，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

但是，第三方基于 cookie 的跟踪器很难用于提供真正的个性化客
户体验。从这些跟踪器收集的数据通常由第三方持有，营销人员无
法访问，当然也不是实时的。

1	 “投资于客户洞见，推动业务增长，”	Forrester Consulting

此外，收集的数据通常充满漏洞，因为需要为品牌想要跟踪的每个
数据元素添加自定义标签。例如，必须为每个可以点击的链接或按
钮添加一个标签，必须为每个用户可向每个可以访问的网页输入信
息的表单域添加一个标签。这种标记方法使管理和维护数字解决方
案变得复杂，并导致跨渠道的数据获取不一致。

最近对来自一系列公司的 170 名决策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支持了这
一点 1：

 • 82% 的人表示他们的组织一直在尝试获取更多类型的客户数
据，但在每个阶段都遇到了困难

 • 61% 的人表示，采集和理解数字客户数据比较困难

 • 55% 的人表示很难在所有接触点和生命周期阶段了解客户

专注于品牌的 CX 面临的挑战

当前使用第三方基于 cookie 的跟踪器的方法带来了两个不同的	
挑战。

	• 首先，现代隐私法规，例如欧洲的 GDPR 和美国许多州正在
采用的《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对品牌提出
了更多要求，以使客户能够了解和控制其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
式。Gartner 预测，到 2023 年前，现代隐私法规将覆盖全
球 65% 的人口。

	• 其次，各主流浏览器通过阻止第三方 cookie 对个人状况进行
分析来弃用这些 cookie。Apple、Microsoft 和 Mozilla 已
经默认阻止，影响了 30% 的全球网络流量（StatCounter）。
2023 年，当谷歌在 Chrome 中弃用第三方 cookie 时，全
球 90% 的网络流量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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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监管和浏览器变化，品牌正在努力应对：

	• 识别单个客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此身份

	• 由于基于标签的收集方式失败，因此跨渠道和设备的数字数据
存在差距

	• 针对手动黑客攻击的安全、治理和控制，以及旨在规避 Cookie 

和跟踪器屏蔽措施的规避措施

	• 由于收集和处理数据需要花费时间进行的实时决策

	• 激活数据以进行分析和决策，因为它无法实时访问或处理

简而言之，整个价值链都被打破了：从倾听客户的心声，到了解他
们的需求，然后决定如何以真正个性化的体验做出回应和采取行动。

研究表明，客户不会给未能提供良好 CX 的品牌第二次机会。每
个行业的竞争都很激烈，客户有很多选择。这意味着未能提供出色
客户体验的品牌每年要付出成千上百万美元的收入。但是有一个解
决方案。一种获取和激活数据的新方法。解决品牌在弃用第三方 

cookie 时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种跨越障碍实现无缝 CX 的解
决方案，让客户完成每一次旅程并返回重复业务。

它由 Celebrus 和 Teradata 提供。

使用 Celebrus 和 Teradata 的数字管理解决
方案实现出色的客户体验

Celebrus 和 Teradata 解决了由现代隐私法规和主流浏览器实施
的第三方 cookie 阻止带来的 CX 挑战。Celebrus 创建了市场上
唯一真正的第一方身份图，并在 Teradata Vantage™ 中提供了
这项突破性技术。解决方案：

	• 在一段时间内在所有接触点和设备中保持身份

	• 消除收集数据时存在的差距，以便回答任何问题并提供增强的
客户体验

	• 确保安全并符合现代隐私法规

	• 提供有关数字交互的粒度数据的实时收集

	• 实时激活数据以实现个性化体验

这种第一方数据收集方法不需要标签管理或复杂的数据层。它使用
单行代码来获取数字渠道中的所有互动信息，并将这些数据推送到 

Teradata VantageTM，以便预构建 CX 数据模型。无需做任何
工作即可获取这些数据的副本，因为这些数据创建并存储为品牌的
企业资产，可在许多用例中创造多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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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任务对您的组织有多大的挑战性？”

极具挑战性 具有挑战性

满足客户对隐私和信任的期望
极具挑战性：31%
具有挑战性：44%

跟上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 /或市场动态
极具挑战性：22%
具有挑战性：34%

在多个平台、渠道和 /或设备上保持个性
化一致
极具挑战性：37%
具有挑战性：19%

预测客户对各种设备、平台和渠道的偏好
和期望
极具挑战性：17%
具有挑战性：34%

 
图 1。“投资于客户洞察以推动业务增长”，Forrester，2021 年 2 月。
仅显示“极具挑战性”和 “具有挑战性”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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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决策的所有数据收集、处理和交付都实时进行，从而通过
亚秒级的响应时间来塑造客户体验。此外，也可以利用连接器和 

API 来根据需要发送数据，从而以安全且合规的方式推动个性化
体验。

Celebrus 和 Teradata 解决方案已经证实可以产生更好的点击率
和转化率，从而显著提高销售收入并改善客户拥护度。

数字不会说谎。而且，随着客户在大多数交易中坚定地使用数字渠
道，而第三方 cookie 将永远消失，将下一代数据分析作为营销计
划的一部分不仅对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对生存也至关重要。

Celebrus 与 Teradata 的区别要素 

一年一年以来，行业专家指定 Teradata 是云领导者，为企业分
析提供了互联多云数据平台。Teradata 与 Celebrus 合作，使公
司能够以最大的规模持续提供一流的客户体验，这是因为：

	• 我们提供唯一真正的第一方数字身份解决方案，可以安全、实时、
无间隙地收集所有数字交互。

	• 我们提供复杂的 CX 数据模型，利用数十年的经验搭建模型，
以获取、构建和组织客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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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提供业已证明的个性化体验

 

事实证明 ——Celebrus 和 Teradata 提供个性化的 CX 和重要的业务成果。一家全球前五名的金融服务公司在数字数据方面
苦苦挣扎，这些数据缺乏了解个人层面并与客户建立联系所需的细节。这导致难以管理数字和其他渠道的客户体验。

该公司向 Celebrus 和 Teradata 寻求帮助。现在，每次客户与公司的任何数字渠道互动时：

仅在第一年，当这个过程在每个数字渠道的所有客户中大
规模重复时，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收益。

Celebrus 积极倾听并识别每
个客户，将其打包成一个完整
的、细粒度的数据集，以填充
到 Teradata 的预构建 CX 

数据模型中。没有差距。

这家全球排名前五的零售银行经历过：

 • 50% 的点击率增加

 • $50M 的收入通过个性化 CX 增加

 • 5X 的应用完成度增加

Teradata 通过将 AI 和机器
学习大规模应用于数据来了解
每个客户的需求，以发现客户
洞见和需求。

Teradata 实时决定采取哪些
行动来优化客户体验、推动销
售、留住客户、解决客户体验
问题等等。

然后，Teradata 和 Celebrus 

实时激活每个决策，为客户提
供个性化的全渠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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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antageTM 平台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引擎，可大规模实施分
析作为实时决策的一部分，包括激活洞察力，例如在几分钟内
对整个客户文件进行评分，或在亚秒内对单个客户进行评分。

	• 与 MarTech 生态系统的更广泛集成，支持实现市场营销和其
他 CX 使用用例。

选择很明确。要么通过强大的客户身份管理新方法适应不断变化的
世界并实现出色的客户体验，要么像那些第三方 cookie 一样被抛
在后面过时淘汰。我们可以帮助使过渡尽可能无缝、顺利并有利	
可图。

关于 Celebrus

Celebrus 是世界上唯一的第一方、实时、企业级数据采集和情景
化解决方案，通过为每位在线客户打造一流的数字体验，实现巨大
的资金节省并提高在线收入。访问 celebrus.com 以了解详细信息。

关于 Teradata

Teradata 是一家互联多云数据平台公司。我们的企业分析可解决
从开始阶段到规模化阶段的业务挑战。让您灵活处理当前和未来的
大规模混合数据工作负载，只有 Teradata 能够做到。Teradata 

Vantage 架构为云原生、即服务式，建立在开放的生态系统之上。
这些设计特点使 Vantage 成为在多云环境中优化性价比的理想平
台。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era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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