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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 

）是指企业运用营CRM-Relationship ManagemenCustomer 客户关系管理（

销、关怀等手段时刻保持商业银行与实际客户和潜在客户交互的动作，客户关

系管理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也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在现代企业竞争模式中，同行业的商业银行或者商家比拼的不再仅仅是自

身的实力，而是客户资源的掌握，一旦你在行业中抓住了客户，了解客户的消

费需求和购买意向，你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可以适时的调整商业银行计划，

以客户为商业银行运营的导向。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存

世纪经济发展的主题，带动着21在的基础。作为新经济代表的互联网行业，是

社会的综合向前发展。虽然互联网行业的作用突出，但是也要符合经济的规

技术的快PC则，和传统经济一样，归根结底体现到服务的竞争。互联网技术和

速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小，市场更为集中和规范，市场参与群体也更加庞大，

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每个行业的发展都是瞬息万变的。如果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及时的掌握行业信息，那么它必将被市场淘汰。因此，现代

企业要想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必须要利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来整合

行业信息，以此来引导企业的发展。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最典型的特点是客

系统能够高效CRM）系统，CRM系统的应用，也就是客户关系管理（MIS户关系

。[1]地对商业银行客户信息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能够实现潜在客户的挖掘  

无论是服务业、制造业、餐饮业还是其他行业，在行业竞争中最核心的竞

争对象就是客户资源，只有掌握了市场大众客户的消费需求和兴趣，才能够引

导企业前瞻性的提供符合市场胃口的消费产品，无论市场格局怎么变化，以客

。[2]户消费价值取向为准则的企业发展战略是永不变的生存法则  

世20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某某商业银行集团，它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已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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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商业银行而言，人才纪末的生产资料不足转变到客户资源不足的状况

资源、资金、产品研发与制造都是可以轻松获得的，而相对于这些资源而言，

客户市场的资源是有限的，且客户具有自主选择型，他们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

更具有主动性。所以说银行业务的客户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提高银行业务质

量满足客户的胃口，把握住市场的主动权，并不断去充分地市场调研来分析客

户的需求趋势，从而能够挖掘出更多的客户群体，因此，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信

。[3]息化管理方式来把握商业银行客户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与高质量的产品体验，某商

行业务来满足客户的产品体验需求。因此，某商业银行通过为客户量身定做银

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创立较好的品牌口碑，提高银行业务的质量和产

品创新能力，但对于产品自身的升华是远远满足不了现代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

的。银行业务的研发和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所谓的市场导向实际上而言是

客户导向，人类的族群意识使得客户们往往会趋向于具有同一类设计风格、设

计模式和表达方式特征的产品，因此，某商业银行的竞争更需要注重对客户资

源的把握，一旦你的银行业务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超出客户的需求预期，取

。
[4]

得客户的信任，那么你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  

管MIS系统是现代企业管理信息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它也属于传统的CRM

系统是一种基于单机系统信息管理软件产品，它具有该类产品的CRM理模式，

系统能够在软件CRM典型特征，即数据集成、系统集成、业务集成等，同时，

设计初期加入数据处理机制，将行业数据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进行处理，如客

户需求分析、评价、预测等功能，这些数据处理机制能够科学地指导企业制定

。[5]合理的产品发展计划和方向，为企业抓住客户市场提供数据支撑作用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全

球各国之间已经通过互联网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云平台，知识和信息在各个

节点之间能够迅速传播，机器计算和人工智能减少了传统人力劳动，提高了生

产和工作效率，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网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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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传播的快速高效产生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在这样

的信息海洋中无序的汲取是不能够得到自身的升华的，个人和企业需要科学合

。[6]理地获取符合自身特性的信息  

系统开发模式，即数据库MIS某商业银行客户管理系统的开发同于大部分

系统开CRM软件架构搭建、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及维护升级。但是，在搭建、

发初期，开发者需要详细了解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业务的需求和流程，掌握

。[7]系统数据对象集合、选择符合商业银行管理模式的系统开发模式等  

的分布式开发技术，它的特点是开发快速简单，WEB是一种基于ASP.NET

适用于企业多变的办公环境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和容错性，且数据库系

界面的独立搭建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基于上述优势，并结合本系统开UI统与

来开发客户关系管理系统。ASP.NET发的应用目标特点，本文选择  

 

1.2  研究意义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了当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来，小到

个人理财、娱乐等方面，大到企业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更多的娱乐方式，同时，鉴于计算机技术高效的处理速率和规范的管理过程，

使得其在生产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信息管理系统的典型特MIS系统的一个分支，它具有MIS系统作为CRM

征，即大数据存储、数据查询、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等特点。它不仅能够降低

某商业银行日常的客户关系管理任务所消耗的人力资源，降低企业运营的成

本，提高客户关系管理的质量，也能够给商业银行决策带来强大的数据支撑。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工作机制在于能够提供一个高效稳定的客户信息管理CRM

平台，实现商业银行业务员能够实时的掌握客户资源信息，把握客户的银行业

务需求意向、价格意向、设计方向等决定某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方向的关键型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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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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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商业银行中所有的部门可以通过核心接口模式实现各类信息的交互

和共享，使得客户资源信息的数据决策权重在商业银行整个系统中得以体现

[8]。 

由本文的研究背景可以看出，现代企业竞争比拼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产品质

量和服务，而是把握好客户资源信息和客户关系。客户是一个企业得以生存的

产生、客户选择转变等不定因素是商基础，客户产品需求的变化、新老客户的

业银行实行客户关系管理的必要性所在，商业银行或者企业想要在市场竞争中

占据主导位置，就必须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科学合理高效准确的客户关系管

理。 

系统是计算机技术在日常企业MIS数据库技术与软件工程相结合而产生的

系统将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体现在系CRM信息管理中的典型应用。某商业银行

统模块化设计中来，并通过数据库技术实现信息的整合、分析、存储、评价等

同时也可以看做是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典型应用，它不CRM功能。某商业银行

息仅提供了一个简单高效的客户关系管理平台，提高了某商业银行日常客户信

的查找、录入等工作，同时，系统中集成的数据分析模型也能够将大量的历史

信息作为有效的基础数据，产生一个具有决策辅导作用的数据信息。因此，我

系统不仅仅是实现对客户信息的管理，也实现了CRM们可以看出，某商业银行

对客户信息的利用，它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2.系统设计 

2.1 系统框架设计 

本文的系统是使用基于 J2EE 架构的 B/S 结构，这样的软件环境能够实现系

统的设计理念。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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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采用 Struts+Spring+Hibernate 架构进行开发。 

系统分三个层次进行规划。 

①界面展现层：运行于 Web Container 的支撑框架上的，使用 STRUT 或类

似技术架构，依据 MVC 模式进行界面展现层和界面控制层设计和实现；其中，

由 Servlet Engine 控制用户界面会话流程，当用户触发特定的业务操作时，

通过本地或远程日 B 调用业务接口，由业务接口负责分发业务请求到本地和远

程应用服务器执行后台业务服务层的业务操作。 

②业务服务层：运行于 EJB Container 的支撑框架上的。对于从表示层发

起的调用或外部调用（如 Web Services、工作流引擎）都需经过会话入口组件

（JAVA Bean ）来调用相应的业务服务。业务服务有多种类型：一是会话服务

组件，其包含一定的业务逻辑或事务（Transaction），通常完成较为固定原子

业务功能；二是实体服务组件，对应特定的数据库实体服务；三是接口会话服

务组件，用于连接外部系统，这里主要是运营支撑系统的 EAI 平台。对于高层

多变的业务流程一般通过工作流引擎来配置，从而实现业务流程外置，灵活配

置。 

③业务逻辑层：内部又可以分为三层：一是具体的业务流程，通过工作流

引擎来配置；二是业务服务组件，是业务流程配置的主要元素；三是实体组

件，是存取数据库的对象封装。 

等成熟的应用服务器。WebSphere、WebLogic应用服务器采用 数据库系统

采用现有的各类关系数据库，包括。Oracle、DB2、Informax、Sybase 等。其

余需要的应用软件还包括：消息中间件，病毒防护软件，系统管理及安全管理

软件等。 

,将实时信息处理流程嵌入到业务处理过程中,本文设计的客户关系管理平台

系统中；通过执行业务CRM将业务事件存储在,某商业银行执行业务活动的同时

系统总CRM生成集成信息。完善的、适用于某商业银行的,规则和信息处理规则

所示。1-4如图,个方面3主要包括,体架构  

40%

100%

60%

48%

65% 5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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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体系结构示意图CRM某商业银行业1-4图  

完整的某商业银行客户数据模型。某商业银行客户的数据分布在不同的(1)

为某商业银行客户,统一某商业银行内部的业务数据,为了利用现有数据,系统中

能够,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某商业银行客户数据模型, 提供一个清晰、完整的视图

同, 自动提取、保存现有数据。这样才能帮助客户服务人员及时了解客户情况

时能够综合各个渠道客户的反馈信息从而指导呼叫中心话务员更好地服务于客

并能满足某商业银行新业务发展的需要。,户  

统一的客户分析和服务管理平台。某商业银行的目标是在所有同客户接(2)

客户可以按照,都建立起统一的客户服务手段) ,包括电话、网络等(触的渠道上

来实现对不同的某商业银行业务的处理要,自己喜好的方式同某商业银行接触

科学地分析和预测客,求。某商业银行必须具有统一的客户分析和服务管理工具

从而真,保证对客户的一致性承诺,统一地协调管理多个客户服务渠道,户的行为

正发挥某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的优势。 

统一的信息访问和交易处理平台。不同的客户服务应用系统都要访问某(3)

需,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服务的一致性,商业银行内部各个业务部门的信息

供信息负责提,要在不同的前端应用和后台数据源之间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

的发布和交易数据的转换。这个统一的信息访问和交易处理平台将对某商业银

72%

83%

87%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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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促进某商业银,行未来各项新的业务模式、业务品种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和客户的满意度。,行业务的发展  

数据仓库能将海量复杂的某商业银行客户行为数据集中,可以看出1-4从图

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抽,建立一个整合的、结构化的数据模型,起来

为业务部,为某商业银行管理层提供及时的决策信息,象化、规范化分类及分析

门提供有效的反馈数据。 

数据主要包括内部信息和外部,的中央存储系统CRM数据仓库是某商业银行

信息。内部信息包括某商业银行的业务信息、人力资源信息以及技术信息等。

另一方面作为, 的内部信息一方面在经营决策时作为分析内部条件的依据CRM

监控某商业银行的业务流。而外部信息主要指在某商业银,一种主要的监测工具

行以外产生但与某商业银行业务相关的各种信息，如市场信息、客户信息及竞

在经营,争对手信息等。其主要职能是为其它部门特别是业务部门提供客户信息

决策时作为分析某商业银行外部条件的依据。 

 

2.2 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本系统的主要设计目标是实现方便、快捷、准确的跟踪、

维护和管理企业客户信息和客户事务处理，并进行相关方面的分析，以客户为

中心优化管理业务流程，帮助企业提高客户关系管理水平和效率。 

本系统是一套功能较全面、操作简便、实用的信息管理系统。它主要任务

是实现对企业的客户资源信息、客户发展信息和客户服务信息等进行管理、维

护并进行分析。它比较全面的实现了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功能，体现了以客户

为中心的思想。 

根据系统需求分析该系统应具备如下基本功能： 

• 客户信息添加、修改和删除功能 

• 联系人信息添加、修改和删除功能 

• 服务反馈信息添加、修改和删除功能 

88%

87%

100%

95%

67%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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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信息、联系人信息、业务信息、服务反馈信息的查询功能 

• 客户信息、联系人信息、业务信息、服务反馈信息的报表和打印功能 

系统的整体结构图如图所示。 

系统通过管理员的不同操作，完成项目的员工管理，客户信息管理，产品

信息管理，竞争对手管理。 -4所示，程序数据流图如图2-4其整体结构图如图

所示。3  

 

图 4-2 系统整体结构示意图 

100%

93%

1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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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系统数据流图 

客户信息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存储管理客户和与客户相关的联系人

的信息。其中包括对客户和与客户相关的联系人的高级搜索功能。可以手动或

者 excel 添加客户信息。支持对所有客户和与客户相关的联系人资料的添加、

删除、修改和查询功能。 

产品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产品、以及产品原材料进行管理的模块。包

括对产品和产品原材料的添加、删除、编辑、查询的功能。 

系统管理模块支持不同的人群登陆此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并设有密码功

能。 

52%

43%

78%

4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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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模块详细设计 

    处理所有模块时需要严格按根据软件工程的实际思想结合系统总体结构，

让所有的核心功能均处在对应，”这一核心宗旨进行操作低耦合，高内聚照“

。的功能板块内。以下结合参数说明所有核心模块的规划流程  

2.3.1用户管理模块的设计 

    不仅需要具备能够增加清除更正使用者数据的功能，同时需用户管理模块

如果系统添加新客户，系统负。要能够让使用者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处理

责人在访问的同时，第一步便是编辑这一客户的相关资料，等保存结束后，给

用户指定相应的权限，这一操作不仅能够以部分业务员确定的模式进行处理，

而且能够采取区别部门角色的模式完成。知道授权处理完成再提供至系统负责

人进行储存，接着在信息库中进行相应的更正，最终系统可以把相应的结果交

所示。4-4由使用者进行了解。基本流程如图  

用户管理

系统管理员

前台页面 数据管理

1.编辑用户

2.保存用户

4.返回结果

5.返回结果

5.授权操作

8.返回授权信息

3.更新数据库

6.更改权限

7.更新数据库

 

图 4-4 新增用户用例图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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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客户信息管理模块的设计 

    内容只要是对客户信息的管理。的客户信息管理  

    客户信息管理核心价值在于能够完成用户数据的增加、清理与更改等工

 当客服主管要增加新的客户信息的时候，客服主管会。以增加新客户为例作；

登录到系统中的客户信息管理模块的增加客户信息操作页面，对新客户的的相

随后数关的数据的信息进行录入，最后点击确定之后电子数据将导入系统中。

直至处理结束系统提供要求的统一格式写入数据库中，系统据被系统解析按照

。所示5-4如图时序图增加开发计划的。相应的结果，最后交由系统进行处理  

客服主管

前台页面 数据管理

1.增加新客户

6.返回结果

7.返回结果

客户信息管理

3.加载数据

2.请求数据

4.导入计算

5.更新数据

 

图 1 新增用户用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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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3.1  总结 

世纪末的生20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商业银行，它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已经从

产资料不足转变到客户资源不足的状况。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人才资源、

资金、产品研发与生产都是可以轻松获得的，而相对于这些资源而言，客户市

场的资源是有限的，且客户具有自主选择型，他们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更具有

主动性。因此，商业银行在提高自身实力（银行业务的质量、企业的品牌、产

品创新能力等）的同时，要牢牢把握住客户资源，只有抢占了客户资源份额公

司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前列。在客户资源的把握上，要牢牢地稳住老客

客户资源。因此，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户，开发新客户，并积极挖掘潜在

管理方式来把握公司客户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系统产品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CRM文中在充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了解

系统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CRM现行情况下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分析了商业银行

系统研究现状，给出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CRM国内外  

开发技术的商业银行客户管理管理ASP.NET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

系统进行了需求分析、概要设计和系统CRM系统的设计方案，文中对商业银行

实现过程，文中最后对系统进行了测试。 

重点介绍相关的开发工具，用到的技术框架和数据库技术等。接着介绍a.

了和客户关系管理紧密相关的理论和具体实施。 

从对商业银行的具体业务需求出发，进行了系统可行性分析、分析了商b.

系统的个性化需求问题，以及系统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流，介绍了系CRM业银行

统数据字典的设计。 

对系统实现进行了概要设计，详细介绍了系统的软件架构、功能结构和c.

功能模块的具体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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