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MA 是世界上最令人瞩目、最经久

不衰的运动品牌之一。通过与超级巨

星 Rhianna 和奥运会短跑运动员 Usain 
Bolt 的高调合作，该公司的鞋类、服装

和配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气。 

PUMA 每季度生产数千种产品，并以批

发合作伙伴、电子商务和零售店的形式

在 120 个国家/地区销售。PUMA 的产

品丰富多样，遍布全球各地，其业务增

长通常由本地驱动，由地区经理和当地

团队独立运营。这使得产品信息都存储

在许多孤立的系统中进行管理。产品信

息没有任何集中来源，无法满足电子商

务系统的需求，导致产品在不同市场上

面向消费者的呈现和销售方式不一致。

统一产品信息
当一个公司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运动员

设计产品时，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至关

重要。PUMA 全球电子商务内容管理团

队负责人 Heike Zenkel 解释：“在 12 

周的产品生命周期内，速度、灵活性

和投放市场的时间对于 PUMA 来说十

分关键，我们需要在利润下降之前迅

速采取行动。”

缺乏一种标准化的方法来获取和管理

准确的产品信息，并将其发布到所有

渠道，不仅降低了运营效率，也提高

了数据管理成本，这使 PUMA 难以达

到所需的灵活性要求。Zenkel 表示，

“在创建产品图片、描述属性和撰写

营销文本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会导

致许多重复的工作。”

为了提高品牌一致性并提供统一的客

户购物体验，PUMA 组建了集中式电

子商务团队，创建了卓越的主数据和

内容管理中心。然而，它还需要一个

端对端的主数据管理 (MDM) 系统，

以便在所有销售渠道（例如在线、移

动、零售、目录、B2B 采购和店内销

售点系统）提供丰富的产品信息。 

业务需求：
• 为全球电子商务提供单一、可信的产品信息

视图
• 在所有地区、渠道和客户接触点提供统一的

客户体验
• 支持短至 12 周的产品生命周期

数据挑战：
• 集中存储在多个孤立系统中的产品数据
• 保持一致的产品数据质量并融入数据管控
• 向 Salesforce Commerce Cloud 导出产品信

息

解决方案：
• Informatica MDM - Product 360 帮助 PUMA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丰富且一致的产品信息，
使公司能够实现产品信息管理的愿景。

成果：
• 在 9 个月内，使销售量增加了 10%，并提

高了灵活性和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
• 使客户转化率提升至 20%
• 提高运营效率并降低数据管理成本
• 在不到  2 年的时间内实现了投资回报率 

(ROI) 目标

解决方案构成：
• Informatica MDM - Product 360
• Informatica Data Quality
•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
• 获得认证的 Salesforce Commerce Cloud 

Accelerator

“得益于 Informatica MDM - Product 360 
度提供的高质量和丰富的产品信息、改进
的工作流和数据管理流程，PUMA 显著降
低了工作流程的复杂性，并成功推动了数
字化转型。”

——Heike Zenkel，PUMA 全球电子商务内容管
理团队负责人

成功案例

PUMA 利用 360 度产品视图赢得竞争



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世界。作为企业云数据管理领域的领导者，我们时刻准备着帮助企业遥遥领先。我们与您分享真知灼见，助您提高敏捷性、认识新的发展机遇，
甚至发明新的事物。我们诚邀您探索 Informatica 提供的一切释放数据强大潜能的解决方案，以推动企业下一场智能颠覆。不是仅此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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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
PUMA 部署的  Informatica MDM - 
Product 360 为其提供了中央存储库和

单一、可信的产品信息来源。该解决

方案包括 Informatica Data Quality 和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用于提

供可信数据和自动化流程。PUMA 在部

署 MDM - Product 360 的过程中使用获

得认证的 Salesforce Commerce Cloud 
Accelerator，可轻松为其电子商务系统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数据。

PUMA 在考虑全球和本地市场需求，

查找复杂数据和克服语言障碍的同时，

使业务用户能够更高效地管理产品信

息，从而为销售量的增加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Heike Zenkel 表示，“得益于 Informatica 
MDM 提供的高质量和丰富的产品信息、

改进的工作流和数据管理流程，PUMA 
显著降低了工作流程的复杂性，并成功

推动了数字化转型。”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MDM - Product 360 引导业务用户通过

基于角色的工作流，便于快速且准确地

输入和更新产品信息。他们可以选择全

球或地区产品视图，查看零售或批发价

格，并使用不同的语言提供一致的产品

描述。公司内部以及与外部业务合作伙

伴（例如供应商和代理商）的合作关系

也得到了改善。PUMA 通过更加高效的

运营和自动化业务流程创建数字媒体资

产，从而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以更快的速

度更新电子商务网站。

推动未来电子商务的
发展
MDM - Product 360 为实施 PUMA 电子

商务战略提供支持。现在，所有产品信

息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便于相关人员使

用，PUMA 可以轻松将产品目录集成到

其他电子商务平台和市场，以获得更多

的销售机会。

Heike Zenkel 指出，“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内，PUMA 对 Informatica 的投资

已经帮助我们实现了投资回报率 (ROI) 
目标，并显著增加了在线流量和销售

额。”“MDM - Product 360 为我们在

国际电子商务销售领域的强劲增长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我们的转化率

提高了 10% 到 20%。” 

关于 PUMA
PUMA SE 是一家设计和生产运动和

休闲鞋类、服装和配饰的运动品牌公

司，总部设于德国黑措根奥拉赫。过

去 70 年里，PUMA 始终致力于为世

界上速度最快的运动员设计产品。该

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 1.3 万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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