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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当今的客户都是技术和媒体达人，能够随时获取任何信息。他们对用户体验寄予厚望，因此一旦出现不尽人意的情况，无论是

网站响应迟缓，还是移动应用发生崩溃，他们必然会通过社交媒体发泄自己的不满，或者转而与您的竞争对手做生意。 

作为与时俱进的电子商务厂商，随着网站日趋复杂，提供无缝的数字化体验将成为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您不仅要重视网站复

杂性对客户的影响，还要管控好业务的整体数字化性能。

通往数字化性能成功的道路需要 IT 和业务团队共同铺就。这样才能深入分析性能问题对业务的影响，并从中解读出可供所有

相关方使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

本白皮书探讨了当前与日俱增的跨多个渠道的客户行为，以及为何电子商务组织需要在数字化性能领域投入重金以应对改善

全方位渠道客户体验的需求。

打造无与伦比的数字化体验

Dynatrace 联手 CenturyLink 帮助企业采用最新的云计算和混合 IT 技术。这样企业不仅能随着未来的发展而扩大系统规

模，还能随时深入剖析并了解在公司内部或云环境中每一个应用的性能及其对每一个用户的影响。此外，我们能够应对整个应

用生态系统和支持性基础设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打造出完善的应用性能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全球大型组织优化应用、合理

配置基础设施资源、降低成本并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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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消费者正在推动一场席卷各个行业市场的重大变革。这一点对于零

售与电子商务行业而言更是千真万确。数字化体验提升了这些行业的客户

体验，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些行业的盈亏。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移动设备。87% 的人总是随身携带

自己的智能手机，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无论他们是上网、在实体店内还

是使用手机，都能获得同样的优质体验。

在 CenturyLink 的一项调查中，五分之二的 Z 世代（这个行业当前最年轻

的成年消费者群体）希望采用更优秀的技术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始终联网

84% 的智能手机用户会在睡醒后的 15 分钟内查看自己的手

机。

全方位渠道

82% 的智能手机用户表示，他们在实体店内购物时会通过自

己的手机做比较。

与全方位渠道购物者相比，购买前进行在线调查的购物者在

店内的花费要多出 13%。

要求苛刻

在经历糟糕的客户体验后，66% 的 B2B 客户和 52% 的 

B2C 客户将会停止购买行为。

人多势众

全球有 16.5 亿活跃手机社交帐号，并且每天新增一百万活跃

手机社交帐号。

第 1 章

当今高度互联的数字化消费者

消费者从未拥有过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能以微不足道的成
本轻而易举地做出改换品牌的决定。如果任何人对网站或应

用的体验不佳，他们只需点击就可以换个地方。”

— Forrest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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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更加便利 

数字化消费者希望在购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能获得便利。5

他们希望零售商能提供：

··即时性：在数毫秒内响应；

··便捷性：能预测出他们的需求并提供优先服务；

··关联性：根据他们在购买过程中所处位置、时间及阶段的背景信息来提供

产品和服务。

提供数字化体验是大势所趋。这不仅能增加在线销售额，而且事关您品牌

的最终存亡。如果您不能满足消费者对于便利性和速度的期望，您将得不

到他们的关注并会丧失商机。CenturyLink 的研究表明，42% 的 Z 世代

认为，在店内采用一些较为新颖的技术，例如通过触屏来定位商品、下订

单，将会改善客户服务。

消费者的期望已不同以往

即时性 便捷性 关联性

= 方便

http://www.dynatr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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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性能事关重大

业务团队和 IT 团队需要可靠的基准信息来了解究竟什么才是良好的客户

体验。

传统的网站性能优化指标基于对时间、请求数量及字节数的测量。尽管这

些数据很重要，但它们并不能反映出用户何时才能看到他们所找寻的信

息。用户更关心的是：需要多长时间网站才开始显现并可供使用。

如果页面加载时间超过 3 秒，53% 的移动网站
访问者将会离开

网站加载时间延迟 100 毫秒，转化率会下滑 7%

如果电子商务网站每天的营业额是 100,000 美
元，页面延迟 1 秒就可能导致每年 250 万美元
的销售损失

数据来源： Kissmetrics

跨越复杂性难关监测客户体验

许多公司正着手制定监测客户体验的策略。传统工具侧重于跟踪当时现场

的行为，只能告诉您发生了什么而非为什么会发生。

如今，要想了解您客户的体验就离不开现代化的应用管理工具。这些工具

能提供客户体验管理的全方位视图，涵盖每一次数字化互动，可深入分析

应用传输链，并将重点放在您的用户历程的全过程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

字节和片段。

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考察六个最佳实践。这些最佳实践能让您通过获得深

度的客户体验可视化能力来驾驭数字化性能，帮助您超越传统的监测方

式。

1-2 3-4 5-6 7-8 9-10 11-12 13-14 <15

转
化
率
（
%
）

加载时间（秒）

APM 向数字化性能管理的演变

-用户容忍度 =8 秒 

-移动渠道尚不存在

-系统管理：让灯一直亮着！

2000
系统监测

-用户容忍度 =3 秒 

-移动渠道出现 

-开发也开始对性能负责

2007
应用性能管理

-用户容忍度 = 亚秒级，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全方位渠道

-数字化深入分析 = 竞争优势

2017
数字化性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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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借鉴的六个最佳实践

随着电子商务组织开始注重日益增长的数字化市场需求，客户体验对于企

业的成败也愈发重要。本文介绍了六个能让您立即付诸实施、改善客户体

验的最佳实践。

1. 具备直观地了解每一段客户历程
的能力——可深入分析来自所有
数字化接触点的单个互动。

您客户的体验涵盖他们与您的所有互动，通过这些互动可判断出他们是感

到满意还是沮丧。在考察客户访问时，要按照执行的顺序将各种渠道发生

的所有动作放在一起。至少要对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动作进行测量，以及该

访问者何时放弃网站或者转化为客户。

2. 实时剖析各种 IT 事件对收入的影响。

依托涵盖所有客户渠道的实时数据，您可以迅速处理与客户投诉率、转化

率及放弃率有关的问题。这些宝贵的背景信息数据还能帮助您预测问题、

量化问题，让您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那些需要优先处理和重点关注

的环节进行决策。

3. 了解 Web、移动 Web 及移动应用的性能。

让您的业务团队了解各种渠道中每一个用户的体验并进行比较。按照地

域、设备、浏览器及连接类型对各种在线渠道的客户体验进行评估，并为业

务团队提供可视化。

4. 获得深入了解第三方对客户体验影响的实时
可视化能力，可涵盖所有的渠道和地域。

您依赖第三方来提供关键服务和内容，因此他们也是您整体客户体验的组

成部分。您需要迅速地发现第三方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5. 采用面向行业的基准来实
施可比较的性能测量。

通过基准化可获得有关如何改善您客户体验的信息。将您的网站和移动网

站的性能标准与竞争对手进行比对，找出您需要改进之处。制定性能基线，

评估优化举措对现有基础的影响。

6. 将应用性能管理实践贯穿
于整个开发生命周期。

在开发流程的初期引入性能管理能力，找出各种与性能、可伸缩性及架构

有关的问题，并且只允许“优质版本”进入生产环境，由此实现质量提升。

这样您不仅能了解使用情况和依赖关系，还能在您的交付流程中形成额

外、连续的性能质量门槛。

第 3 章

数字化性能高手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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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trace 重新定义了您监测当今数字化生态系统的方式。Dynatrace 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全层级、全自动化解决方案，
能够深入分析每一个用户、每一个交易，涵盖所有的应用。它不仅能给出数据，还能找到答案。全球领导品牌都依靠 Dynatrace 优化客户
体验、加速创新、实现 IT 运营现代化，其中包括财富 100 强中的 72 家企业。

如需资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arketing.cn@dynatrace.com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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