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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预测业务遇到的挑战

德勤Demand Planning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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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预测市场背景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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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预测遇到的挑战

随着当今数字化红利逐步释放，消费市场对数字化的需

求倒逼企业纷纷走上数字化转型道路。对于企业需求预

测业务亦如此。然而，企业内部依靠少数行业专家经验

进行需求预测，导致预测机制的专业壁垒在企业各业务

主体和各层级中产生，使得企业自下而上的预测机制不

健全，预测结果缺乏持续性。因此，需求预测的准确性

和市场需求的波动性却成为企业实现供应链建设长期面

临的问题和阻碍。

A B C

缺乏层级性、系统性的需求预测机
制，必须依赖于企业少数专家的过
往经验，大大降低了各层级获取预
测结果的时效性

预测机制不健全

标准化，智能化的需求预测平台工
具缺失，无法满足企业各层级自我
预测，自我分析的诉求

平台工具缺失

企业的业务预测数据分散，不连续，
有断层，导致需求预测无法覆盖多
重业务场景

数据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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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Demand Planning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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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Demand Planning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Demand Planning需求预测数据应用服务平台利用多维数据资源，自动分析得出最适合预测标的物的模型算法，并通过实时获取预先设定的模型参数与预测模板，

一键匹配所需历史数据，快速有效地输出产品需求预测结果，并指导企业后续的资源分配计划及生产计划。

• 多维数据资产应用：数据源多样性保证需求预测所需数据的实时性，连续性和
全面性

• 最优模型分配：平台通过对企业历史数据的模拟和分析，为商品自动分配可满
足其特性的最优模型算法

• 模型调参：针对特别属性的商品，可通过调整模型参数，平台便可自动调整模型
算法，保证预测结果更加科学和准确

• 预测结果对比展示：采用柱状图与折线图，直观地展示出统计学模型与机器学
习模型预测结果，以供企业决策者选择。同时，平台集成了Tableau工具，让
结果的呈现更加具有视觉冲击

• 德勤管理咨询经验指导：为企业需求预测提供专业的数据梳理与需求预测优化
意见，量身定做满足业务诉求的需求预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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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调用

ETL服务

WEB报表

DP业务架构图

权
限
管
理

用
户
管
理

组
织
管
理

角
色
管
理静态基础数据

（产品属性/供应商基础数
据/客户基础数据等）

动态业务数据
（历史销量数据/订单数据
/发货记录/调拨记录）

德勤行业数据

第三方数据

数据管理 模型引擎 需求预测

历史数据导入 创建需求预测历史数据维护

数据字段创建 组合数据自定义

数据字段维护

历史数据查询

模型推荐

模型维护 模型调参

模型自定义分配

预测结果查询

预测结果导出 预测结果对比

预测结果上报 上报结果查询

上报结果维护

Tableau分析展示

销售与市场 需求计划

高管 供应商

月预测模板

日预测模板

周预测模板

年预测模板

预测
模板
权限
分配

相互
关联
统一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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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Planning 平台亮点

适用行业

零售 汽车 制造 航空

流程标准化操作门槛低 产品轻量化人工智能化 数据可视化

1 2 3 4 5

产品预先设定了五种预测模

板，9大模型算法，仅需下载

模板填写数据即可满足需求

预测要求。企业内各层级业

务人员均可按照预测目标创

建不同的需求预测

DP建立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需

求预测标准化流程，采用统

一设定的模板，多层级间通

过层级提报，从而实现日/周

/月/年预测结果之间的相互

关联

通过对预测标的物的特性分析，

系统随即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算

法。即便对模型参数进行了调

整，也可实时自动获取最新参

数，省去预测者反复调整验证

模型的时间

平台对硬件需求低，占用云

存储空间小，部署快速高效，

减少硬件存储成本。此外，

基于web service服务，使

得平台操作简便快捷，与其

他应用集成更加高效

预测结果通过不同的图表及

报表形式展示，将不同模型

预测对比作为模型调参和算

法训练的数据参考，以此保

证后续更加准确科学的预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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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Planning

平台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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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Planning 平台运作机制

预测周期决定历史数据
区间

不同周期对应了所需的

最短历史数据区间

机器学习 + 9种预测模型
支持需求预测

系统依据产品属性和需求

特性自动分配最优模型

区域分库预测结果提
报

区域将需求预测结果提报

至总部或工厂

提供多种预测周期

选择需要预测的需求计

划周期

提供SKU层级预测

依据供应商需求，选择需

要预测的产品/物料

参数调整或变换模型

根据季节、地域、目标人群

等因子，相应调整模型参数

或变换模型

生成总库需求预测报表

总部汇总各区域预测结果，生

成最终需求预测，指导后续仓

储和库存业务

支持产品/物料最细
颗粒度 – SKU层级
的预测机制

依据业务主体层级、
产品类别的需求生成
多维度、多层级预测
结果报表

系统针对不同SKU，

选取最优模型进行需

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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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通过预测模板功能可完成自上而下的预测模板设计，创建与共

享，从而保证预测结果在自下而上提报时使用统一报表格式

 当集团存在多个不同子公司业务主体时，即可通过预测模板分享权

限控制，满足各子公司不同预测模板设计样式需求

灵活配置预测周期和模板，更好适用于复杂多变的业务场景

多种预测周期满足企业各层级业务主体的预测需求

区域分公司结合区域需求计

划采用集团年度模板创建月

预测模板
分销商/门店依据区域

月模板创建日预测模板

总公司按照年度需求计划预

测创建年预测模板，并分配

至区域分公司

1

门店/经销商按需制定

日销量/需求的预测，

将日预测结果提交至

区域

门店/
经销商

总公司结合区域预测结

果，考量商品供需关系，

关联依赖关系和客户需

求，进行月预测

总公司3

区域
分公司

集团
管理层

区域分库根据门店/经销商提

交的日预测结果，结合商品

特定属性与区域特征，完成

周预测，并提交至总公司

集团参考工厂汇总的分月销

量/需求计划，考量公司年

度规划，结合供应链各节点

实际业务场景，最终确认集

团产品年销量/需求预测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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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满足不同层级需求的多周期预测模板

 支持日，周，月，季度，半年度预测周
期，可按需选择

 根据预测周期自动计算出最短历史数
据区间，通过时间控件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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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不同预测周期模板，创建预测模板组

 预测模板预先设定，并将不同时间周期的单
一模板进行关联，按需分配给不同业务层
级的人员使用

 预测模板的统一创建保障了预测结果输出的
一致性，同时也省去了各层级创建预测模板
的时间，可以更加快速便捷的创建满足实际
业务需求的预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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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需求预测“三步法”

点击“历史销量数据匹
配”，系统自动匹配出
预测模板中的标的物历
史数据，并填充页面上
显示的表格

将下载并填写完成的预
测模板直接导入，系统
便可自动获取到模板属
性及预测标的物数据

勾选预测模型及算法，
系统可根据对历史数据
的分析，自动为每一目
标商品匹配最优模型

上传预测模板1

选择模型算法3

自动匹配数据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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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和统计学模型算法模
拟结果对比

机器学习算法 统计学模型算法

订单数据
预测

销量数据
预测

模型算法输入

准确率对比

九大统计学模型 + 机器学习算法保障预测结果的科学性

 系统依据历史数据，通过集成的智能算法，分析出符合产品特定

属性的最优模型
 高级用户还可根据季节、地域、目标人群等影响因子，相应调整预

设的九大模型参数，甚至“因物制宜”的切换成其他分析模型

 使用平台最初基于对模型参数的调整，可使得预测结果准确率高于机器学习；
随着时间推移，历史数据量增加，影响因子不断输入，机器学习准确率稳步
提升，最终实现由统计模型预测无缝过渡至机器学习算法预测

统计学模型 Mixed
Machine
Learning

Statistics 
&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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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算法解决需求预测多维交叉分析业务场景

平台集成的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多维数据来源的输入及算法模型的不断调整，提高预测结果输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极大程度的满足企业在需求预测中对

多维度交叉分析的诉求。

机器学习
算法

时/ 日/ 周/ 月/ 年

时间周期

• 线上 & 线下

• 直营 & 经销

分销渠道

• 产品层级

• 产品关联关系

产品特性

• 经销商/门店分布

• 地理特征标签

地理区域

• 分销商

• 客户画像

目标客户

影响因子
 季节因素
 客户行为
 城市标签
 边际成本

……

更多维度

分渠道需求计划

特定客户需求计划

具有时间季节周期
特性的需求计划

热门地区需求计划

定价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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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展示

1

2

 查看柱形图/折线图展示的需求预测结果，

可针对特定产品SKU进行筛选查看，也可
以导出相应的预测结果数据

 对于同时进行了统计学模型算法和机器学习

算法的需求预测，可通过查看对比结果，

了解当前阶段何种算法预测准确率更接近实

际业务需求，还可以为后续模型调参和算
法训练提供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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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实现预测结果分析可视化展示

 通过tableau实现高效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展

示，帮助通过业务数据的对比找到影响运
营结果的关键性指标物料并加以着重跟

踪和调整。图中运用了某半导体产业的相关
供应链数据做了演示

 对于所有SKU预测的结果有高有低，
tableau可以通过多维数据分析展示为企业

找到影响力较大的一些SKU进行准确率对
比与跟进调整，使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更高
效且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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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轻量化设计

轻量化

平台支持SaaS云部署及混合部署两种模式。

企业可根据不同需求，自由选择想要的部署

模式

部署方式多样

平台运行对硬件的要求相对较低，安装包占

用存储极小，仅需一次打包安装，极大的降

低了平台实施和运维成本

低成本运行

平台基于web service技术开发，适配于多

种浏览器，使得平台的交互只需通过一个链

接进入，即可满足多方共享应用

Web Service应用

平台支持与不同系统平台集成，无需依赖任

何其他软硬件，即可高效的与企业其他供应

链体系应用平台集成

高效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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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Planning

平台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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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 该制造商生产的商品在行业内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商品
质量和口碑也备受客户青睐

• 然而，在数字化红利趋势下，制造企业所受冲击巨大。面对市
场业绩的下滑，产能过剩，导致库存积压，也降低了物料采购
量的预估准确率，对生产，仓储，分销均有负面影响

产品价值

• 依据该公司提供的过往时间的数据，为其梳理和分析历史需求走

势，得出不同物料间的关联与制约关系

• 通过分析不同的物料属性与特性，匹配出最适合的统计学模型，

自动计算出未来一定时间内的需求量

• 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参考行业趋势，季节变化，温度差异等影响

因素，不停训练模型和提高算法准确率，为其输出了基于机器学

习模型预测未来物料需求的解决方案

• 为满足企业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分销商的销售分析，通过多种预

测周期选择和自下而上汇总预测结果，最终实现集团层面年度需

求规划

对接企业主数据，并进行合理逻辑的梳
理与清晰，按照满足需求预测的数据质

量准备主数据

集成九种统计学模型和机器学习算法，针
对各物料特性合理分配模型或调优算法参
数，保证预测结果的准确率更科学有效

该制造商自下而上完成日/周/月/年物料
需求预测，并按层级汇总，最终输出集
团年度物料需求量预测。

选取某个预测周期及目标物料，自动完
成历史数据的匹配，省去人工核对的繁
重工作量

将最终分析预测的需求结果通过直观的
数据展示工具呈现，便于管理层实时查
看，并提供给供应链部门用于后续工作
指导

解决方案

案例：DP助力某国际半导体公司需求预测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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