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公司客户价值分析 

1 项目背景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企业营销焦点从产品中心转变为客户中心，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企业

的核心问题。客户关系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客户分类，通过客户分类，区分无价值客户、高价

值客户，企业针对不同价值的客户制定优化的个性化服务方案，采取不同营销策略，将有限

营销资源集中于高价值客户，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准确的客户分类结果是企业优化营

销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客户分类越来越成为客户关系管理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个航空公司都推出了更优惠的营销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客户，国

内某航空公司面临着常旅客流失、竞争力下降和航空资源未充分利用等经营危机。通过建立

合理的客户价值评估模型，对客户进行分群，分析比较不同客户群的客户价值，并制定相应

的营销策略，对不同的客户群提供个性化的客户服务是必须的和有效的。 

2 项目目标 

根据航空公司客户的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建立合理的客户价值评估模

型对客户进行分群，为航空公司对不同价值的客户类别提供个性化服务、并制定相应的营销

策略提供方向与依据。 

3 项目步骤 

3.1 工程前期准备 

3.1.1 导入数据 

（1） 介绍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 

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介绍如图 1 所示。 



 

图 1 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 

因为业务数据的安全原因，客户会员档案信息数据集的数据已做了脱敏处理，只保留部

分重要属性，其各属性及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属性及其说明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member_no 会员卡号 

ffp_date 入会时间 

load_time 观测窗口的结束时间 

flight_count 观测窗口内的飞行次数 

sum_yr_1 第一个观测窗口的票价收入 

sum_yr_2 第二个观测窗口的票价收入 

seg_km_sum 观测窗口的总飞行公里数 

last_to_end 最后一次乘机时间至观测窗口结束时长 

avg_discount 平均折扣率 

（2） 上传数据到 Python 数据挖掘建模平台 

在新增数据源上，选择本地上传数据，如图 2 所示。 

 

图 2 本地上传数据源 

在本地路径上选择文件，填写在平台新建的目标表名，如图 3 所示。 



 

图 3 本地选择文件上传 

根据文件的数据，可以修改文件的字段名和类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字段设置 

上传成功，可以在平台的数据源上查看 air_data 的数据，单击数据源操作的查看按钮如

图 5 所示，平台上 air_data 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预览，如图 6

所示。 

 

图 5 单击预览数据按钮 



 

图 6 air_data 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预览 

3.1.2 新建空白工程 

右击我的工程，新建一个空白的工程，如图 7 所示。 

 

图 7 新建工程 

填写工程的信息，包括工程名称和工程描述，如图 8 所示。 



 

图 8 填写工程信息 

3.2 数据预处理 

读取 air_data 数据，步骤如图 9 所示。 

(1) 选择航空公司客户价值分析工程。 

(2) 选择输入源组件。 

(3) 拖入输入源组件。 

(4) 填写数据表名。 

(5) 单击更新按钮，更新出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 



 

图 9 输入源组件 

3.2.1 全表统计 

了解数据整体情况，先对数据进行全表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步骤如图 10 所示。 

(1) 找到统计分析→全表统计组件。 

(2) 拖入全表统计组件，并将数据源和全表统计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的字段

作为输出字段。 

(4) 对全表统计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10 全表统计组件 

(5) 运行完成后，对全表统计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查看、分析得到各属性的统计

结果：数据量、均值、方差、最大值、最小值等，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各属性的统计结果 

3.2.2 缺失值处理 

数据可能存在缺失值，先对数据进行缺失值处理，步骤如图 12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缺失值处理组件。 

(2) 拖入缺失值处理组件，并将数据源和缺失值处理组件连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全部菜品数据的字段作为输出字段。 

(4) 对缺失值处理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12 缺失值处理组件 

(5) 运行完成后，对缺失值处理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如图 13 所示。 



 

图 13 缺失值处理结果 

3.2.3 数据筛选 

将航空公司客户会员档案信息及其乘坐航班记录数据进行数据筛选，步骤如图 14、图 

15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筛选组件。 

(2) 拖入数据筛选组件，并将数据缺失处理和数据筛选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选择全部字段输出。 

(4) 选择参数设置，设置条件为 sum_yr_1>0，sum_yr_2>0，seg_km_sum>0 进行数据筛

选。 

(5) 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14 数据筛选组件_字段属性 



 

图 15 数据筛选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筛选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数据筛选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数据筛选的输出表结果 

3.2.4 特征构造 

原属性中含有描述相同意义的特征时，这些稀疏特征可通过变换、合并减少数据维度、

提高效率，同时还保留原特征的主要信息，这个过程就是特征构造的过程。步骤如图 17、

图 18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特征构造组件。 

(2) 拖入特征构造组件，将缺失值处理和特征构造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勾选数据的全部字段。 

(4) 选择参数，输入新构造的特征名：long，及其生成的表达式：load_time-ffp_date，即



观测窗口的结束时间-入会时间，新特征名表示了客户在入会时间到观测窗口的时间间隔。 

(5) 对特征构造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17 特征构造组件_字段属性 

 

图 18 特征构造组件_参数设置 

(6) 运行完成后，对特征构造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特征构造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19

所示。 

 



图 19 特征构造结果 

3.2.5 数据标准化 

当属性间的量级相差较大时，如 seg_km_sum 和 avg_ discount，容易造成取值较大的特

征决定输出的结果。数据标准化将数据统一映射到特定的区间，消除数据的量纲，步骤如图 

20 所示。 

(1) 找到预处理→数据标准化组件。 

(2) 拖入数据标准化组件，将特征构造和数据标准化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勾选 flight_count，seg_km_sum， last_to_end，

avg_discount，long 字段。 

(4) 对数据标准化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20 数据标准化组件 

(7) 运行完成后，对数据标准化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数据标准化的输出表结果如

图 21 所示。 



 

图 21 数据标准化结果 

3.2.6 修改类型 

新构造的特征 long 为非数值型数据，无法直接进行模型聚类，需要修改数据类型。步

骤如所示。 

(1) 找到预处理→修改类型组件。 

(2) 拖入修改类型组件，将数据标准化和修改类型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勾选数据的全部字段。 

(4) 设置修改规则，选择 long 字段，设置新类型为数值，同时根据需求，设置参数保留

小数点位数。 

(5) 对修改类型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 

 

图 22 修改类型组件 

(6) 运行完成后，对修改类型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修改类型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23



所示。 

 

图 23 修改类型结果 

3.3 模型构建 

3.3.1 K-Means聚类算法 

选择 K-Means 聚类算法模型，步骤如如图 24、图 25 所示。 

(1) 找到聚类→K-Means 组件。 

(2) 拖入 K-Means 组件，将修改类型和 K-Means 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勾选数据的全部字段。 

(4) 选择参数设置，设置聚类数（n_clusters）的值为 5，其他的参数都设置为默认值。 

 

图 24 M-Means 聚类组件_字段属性 



 

图 25 K-Means 组件_参数设置 

(5) 运行完成后，对 K-Means 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K-Means 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26

所示。选择查看报告，K-Means 的报告如图 27 所示。 

 

图 26 K-Means 聚类算法的结果 

 

图 27 K-Means 聚类算法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