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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果的 销售    

 

Global Performance Group Global Performance Group Global Performance Group Global Performance Group 简介    

Global Performance Group 可帮助专业人士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快速、持久地实现

关键的收入、利润及周期目标。 

凭借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和领先业界的研究调查，Global Performance Group 的发现式

学习方式可以让谈判人员获得所需的技能、工具与信心，让他们在销售流程中的各

个环节做到更高效，以更快的速度成功完成更优质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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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班介绍    

备注    策略挑战：当今的销售环境面临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买方消息灵

通、训练有素且要求苛刻。采购委员会（而不是个人）通常掌握着

最终购买决策权，这个多元化的团队成员包括最终用户、技术员、

财会人员和运营人员。销售人员必须加倍努力，让自己、所在公司

及产品从竞争中脱颖而出。虽然买方会表示价值是关键，但通常价

格才是沟通的重点。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所谓的“告知”式销售策略已不奏效。一

再询问他人反复询问过的老问题，同样毫无效果。为了取得成功，

销售人员甚至需要在初次接触之前就制定控制购买流程的策略，并

通过每次互动提升价值。销售人员要能够引导销售对话，让买方和

卖方就行动步骤达成一致，从而定下合理价格，实现双方的最大价

值。 

要掌控销售对话，成功的销售人员会专注于实现客户期待的结果，

而不是他们的产品或其带来的益处，他们会分享见解、关键信息和 

Nuggets of Value（价值点），提出更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拓宽购买

标准。运用上述技巧，销售人员能发掘出更多新机会，达成更广泛

的协议，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并与客户建立更加牢固的合作关

系。 

OutcomeOutcomeOutcomeOutcome    Based Selling (Based Selling (Based Selling (Based Selling (基于结果的销售)))) 将为你提供强大的概念、

技巧、技术和工具，助你更快地完成利润更高的交易。你即将学习

到的是一种基于价值和投资回报率（而非产品或价格）的高效、主

动的销售规划和对话管理办法。你将学会利用优秀销售人员天生具

备的好奇心，增强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更好更快地完成交易，同

时，建立更牢固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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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班成果    

OutcomeOutcomeOutcomeOutcome    Based Selling (Based Selling (Based Selling (Based Selling (基于结果的销售) ) ) ) 提供各种工具，以实现以

下目的：    

• 从初次交涉开始就掌握销售流程的主动权； 

• 利用销售活动中无法避免的紧张感和压力，促成更具创

意的共识； 

• 提出有见地的、发人深思的问题，扩展思维，创造购买

机会； 

• 识别先前未知的需求并确定优先顺序，然后就这些需求

达成共识； 

• 预测及克服异议； 

• 分享能让自己和解决方案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信息

和深刻见解； 

• 引导决策人根据得到的价值（而不是看似最低的预先支

付费用）达成最终交易； 

• 培养更密切、更牢固的长期客户关系； 

• 在更短的销售周期内争取更大笔的订单，创造更可观的

利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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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ENATHE ARENATHE ARENATHE ARENA    ((((角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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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紧张    

练习： 

正确认识和处理紧张情绪    

关于练习：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面临非常艰巨的销售挑战时，我们感到不

安，知道风险很高，因此变得很紧张。紧张意味着有风险，有可能

造成真正的损失或损害，这让我们的身体难以自抑。 

对这种紧张导致的生理反应，我们称之为“Fight or Flight”（战斗或

逃跑）。 我们的身体会本能地保护我们免受伤害。“Fight or Flight” 

（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实际上发生在被称为 “下丘脑”的大脑区域—

—这个区域在受到刺激时，会引发一系列的神经放电和化学反应，

让我们的身体准备好应对危险。 

说明：    

你需要找出当前的紧张源头、你的典型反应，以及在有效销售 The 

Arena（角力环境）中紧张感对你的行动能力的影响。 

1. 是什么触发了你的紧张感？ 

•  

•  

•  

2. 你的身体对感知的危险有什么反应（即心跳加速、手心出汗

等）？ 

•  

•  

•  

3. 当你陷入这种处境时——会有什么表现？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 

•  

•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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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HOOKPOWER HOOKPOWER HOOKPOWER HOOK    ((((销售引子))))    

有效的 Power Hook（销售引子）： 

• 绘制让人信服的蓝图，吸引客户的注意力，从而让自己有机会发起已规划好的对话。 

• 简洁明了，便于你和买方轻松复述。 

• 让买方相信，你们的交谈将围绕着他们最注重的结果进行。 

• 唤起买方的情感——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 不仅要利用言语，还应注重语气、眼神接触和肢体语言。 

• 切勿描述你的公司、产品或解决方案——这与你或你的产品无关。 

 

你的 Power Hook（销售引子） 

客户情况: 

你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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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 NEEDSGENERATE NEEDSGENERATE NEEDSGENERATE NEEDS    ((((挖掘需求))))    

识别客户需求，确定其优先顺序，并针对其深度和广度获得共识，

这些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塑造和推销价值的核心所在——也

是让你、你的解决方案和所在公司脱颖而出的关键。 

客户谈论的焦点是自身的需要，如更低的价格、更快速的交付或更

多的服务。你需要了解你客户的深层需求，才能在短期和长期满足

他们的需求。 

需要... ... ... ...     

客户需要的“What”（事物）是这样的:  

• 流于讨论的表象之上 

• 具体的、可测量的并且容易沟通 

• 会极大地缩小有效结果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地去创造、塑造和推销价值，你必须去发掘隐藏在

“What”（事物）下方的“Why”（原因）。 一旦发掘出客户希望获得

低价或更快速的交付或更多服务的原因之后，你就能把握机会提供

新颖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真正需求，使你自己、你的公司和解决

方案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需求... ... ... ...     

需求是隐藏在“What”（事物）之后的“Why”（原因），它们有以下

特征:  

• 隐藏在讨论的表象之下 

• 概括的，主观的、直觉的或含糊的 

• 能极大地扩大创新性成果的范围 

需求可分为三类：业务需求、技术需求和个人需求。优秀的销售人

员明白，若要做到真正的高效，就必须在推荐解决方案之前，花时

间去深入了解上述三类需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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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需求... ... ... ...     

这类需求一旦被挖掘出来，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并且可以让你

的方案真正地从客户正在考虑的其它选择中脱颖而出。未知需求包

括： 

• 未发现的需求未发现的需求未发现的需求未发现的需求——客户不知道自己拥有这类需求 

• 未发掘的需求未发掘的需求未发掘的需求未发掘的需求——客户已经知道的需求，但他们不知道你可

以满足该需求 

• 未受重视的需求未受重视的需求未受重视的需求未受重视的需求——客户已经知道的需求，但他们低估了这

些需求对业务的影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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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    ((((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    

练习：Striker Questions (试探发问) 

Striker Questions（试探发问）可以了解客户需求、目的和目标的核心。它们能让客
户以全新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面临的状况。它们的目的是让客户眼前一亮，并揭开 

Unknown Needs（未知的需求），延伸价值讨论，让你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STRIKER QUESTIONSTRIKER QUESTIONSTRIKER QUESTIONSTRIKER QUESTION    ((((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    我的实例我的实例我的实例我的实例    

验证验证验证验证    : 

向客户提问，以明确界定或量化他/她/他们

真正希望实现的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 

 

质疑质疑质疑质疑    : 

向客户展示市场数据、标准等，让客户清晰

看待现实。 

 

震撼震撼震撼震撼    : 

通过提出关于可能结果的问题，让客户了解

“最坏情况”。 

 

权衡权衡权衡权衡    : 

确定客户的一系列愿望，并进行排序和整

理。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 

通过 X 和 Y 的比较和对比，分析价值的层次

结构。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预想最理想的结果，并让客户描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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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    ((((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    

练习 : 跳出商品推销模式：推介 Nuggets of Value (价值点) 

确定可分享哪些独家的信息，以及在对话中何时分享能产生最好效果。信息并不是越多，

效果就越好——但通过对经验、关键信息、观点和见解的分享，客户会将你看作是一个真

正能带来价值的合作伙伴。 

NNNNUGGETSUGGETSUGGETSUGGETS    OF VALUEOF VALUEOF VALUEOF VALUE（价值点）建议（价值点）建议（价值点）建议（价值点）建议    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 NUGGET OF VALUENUGGET OF VALUENUGGET OF VALUENUGGET OF VALUE    ((((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    

对市场、行业和竞争对手的深刻见解 
 

对发展和/或盈利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创新和创意理念 
 

潜在问题或误区，以及规避或解决这些问题

的可选方案 

 

新的发展思路 
 

削减成本和增加利润的方法 
 

与其他供应商更高效合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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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GGETS OF VALUE WORKSHEETNUGGETS OF VALUE WORKSHEETNUGGETS OF VALUE WORKSHEETNUGGETS OF VALUE WORKSHEET    ((((价值点清单价值点清单价值点清单价值点清单))))    

客户 : 

联系人姓名 : 

需要或需求 : 

可能未被发现的需求 : 

 

    见解见解见解见解////信息信息信息信息////想法想法想法想法    

市场  

行业  

竞争格局  

潜在问题或 误区及解决方案  

发展和盈利面临的挑战  

创新的发展 思路  

成本削减和利润增长思路  

与其他供应商  

合作的方法 

 

  



  

14   

基于结果的 销售    

PARK AND SORTPARK AND SORTPARK AND SORTPARK AND SORT    ((((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    

最好的销售专业人士期望引出客户的异议，进而应对与此相关的紧张局面。他们知道异议和

紧张感是建设性销售流程的要素，并且可以用做开启新机会的钥匙。 

 

突破性技术突破性技术突破性技术突破性技术    使用这种理念使用这种理念使用这种理念使用这种理念    

PARK AND SORTPARK AND SORTPARK AND SORTPARK AND SORT    ((((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    

把问题客观化，将人物与问题分开 :  

1. 承认异议、问题或顾虑。 

2. 表明愿意解决异议，以便一致进行更广泛的讨论，进而明

确提出各项问题和疑虑。 

3. 力求达成一致，以“Park”（搁置）异议。 

4. 提出所有其他异议、问题或顾虑。 

5. 使用 Striker Questions（试探发问），从深度和广度上

“Sort”（梳理）这些顾虑，同时理解这些顾虑。 

6. 确认所有顾虑都已找到，而且如果你能够圆满地解决它

们，你就能建立共识。 

7. 共同合作，制定创新型解决方案。 

8. 再回过头运用获得的信息，解决原来提出的异议。 

 

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    

通常，客户在最终认同某个结论之前，都感觉需要表达自己的

顾虑，或提出异议。客户需要互动地了解你的解决方案，投入

精力参与方案的改善，才会最终认可方案，并把它作为自己的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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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FOR ACTIONCLOSE FOR ACTIONCLOSE FOR ACTIONCLOSE FOR ACTION    ((((敲定行动敲定行动敲定行动敲定行动))))    

练习 : Close for Action (敲定行动) 陈述 

关于练习关于练习关于练习关于练习    ::::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达成了共识，结果发现采取的行动不对，或者你与客户对前进方向的

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当 Close for Action（敲定行动）时，要确保销售流程按计划进行。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 : : :     

销售流程是与客户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并朝着订立合同的方向发展。确定 3 - 4 个你需要客

户在销售流程的不同阶段采取的行动。 

 

有效的敲定行动的要素有效的敲定行动的要素有效的敲定行动的要素有效的敲定行动的要素    

行动步骤行动步骤行动步骤行动步骤    下一步具体行动下一步具体行动下一步具体行动下一步具体行动    谁什么时候做什么？谁什么时候做什么？谁什么时候做什么？谁什么时候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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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OBSOBSOBS    PLANNERPLANNERPLANNERPLANNER    ((((OBSOBSOBSOBS    规划工具规划工具规划工具规划工具))))    

客户客户客户客户    ::::    

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姓名    ::::    

需要达成的共识需要达成的共识需要达成的共识需要达成的共识    ::::    

 

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    ((((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    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    

Power HookPower HookPower HookPower Hook    ((((销售引子销售引子销售引子销售引子)))):  

• 简短、引人入胜、容易复述 

• 关注结果/成果 

• 唤起买方的情感 

 

Needs vs. WantsNeeds vs. WantsNeeds vs. WantsNeeds vs. Wants    ((((需求与需要需求与需要需求与需要需求与需要)))):  

• 业务 

• 技术 

• 个人    

 

未知需求未知需求未知需求未知需求    :  

(待开发的需求)  

• 未发现的 

• 未发掘的 

• 未受重视的 

 

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    ((((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  

• 验证（量化/阐明） 

• 质疑（第三方数据） 

• 震撼（未来的不利方面） 

• 权衡（优先顺序） 

• 比较（X 与 Y） 

• 望（未来的有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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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    ((((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    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    

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    ((((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  

• 见解：市场、行业、竞争对手 

• 对发展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 创意或创新思路 

• 潜在问题或误区 

• 新的发展思路 

• 利润增长 

• 削减成本的方法 

• 与供应商合作的方法 

 

Park & SortPark & SortPark & SortPark & Sort    ((((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        

• 承认异议 

• 表明解决异议的意愿，以便展

开更广泛的讨论 

• 获取“park”（搁置）许可 

• 找出所有问题和顾虑 

• 确保所有异议均已提出，并在

加以解决后达成协议 

• 开发创新解决方案 

• 回过头去确认所有问题都已解

决 

 

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    

• 测试可能达成共识的范围 

 

敲定行动敲定行动敲定行动敲定行动    :  

• 谁什么时候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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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OBSOBSOBS    PLANNER (PLANNER (PLANNER (PLANNER (OBSOBSOBSOBS    规划工具规划工具规划工具规划工具))))    

客户客户客户客户    ::::    

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姓名联系人姓名    ::::    

需要达成的共识需要达成的共识需要达成的共识需要达成的共识    ::::    

 

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    ((((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    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    

Power HookPower HookPower HookPower Hook    ((((销售引子销售引子销售引子销售引子)))):  

• 简短、引人入胜、容易复述 

• 关注结果/成果 

• 唤起买方的情感 

 

Needs vs. WantsNeeds vs. WantsNeeds vs. WantsNeeds vs. Wants    ((((需求与需要需求与需要需求与需要需求与需要)))):  

• 业务 

• 技术 

• 个人    

 

未知需求未知需求未知需求未知需求    :  

(待开发的需求)  

• 未发现的 

• 未发掘的 

• 未受重视的 

 

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Striker Questions    ((((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试探发问)))):  

• 验证（量化/阐明） 

• 质疑（第三方数据） 

• 震撼（未来的不利方面） 

• 权衡（优先顺序） 

• 比较（X 与 Y） 

• 望（未来的有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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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FOCUS AREA    ((((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关注领域))))    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客户情形    

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Nuggets of Value    ((((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价值点):):):):  

• 见解：市场、行业、竞争对手 

• 对发展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 创意或创新思路 

• 潜在问题或误区 

• 新的发展思路 

• 利润增长 

• 削减成本的方法 

• 与供应商合作的方法 

 

Park & SortPark & SortPark & SortPark & Sort    ((((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搁置与梳理):):):):        

• 承认异议 

• 表明解决异议的意愿，以便展

开更广泛的讨论 

• 获取“park”（搁置）许可 

• 找出所有问题和顾虑 

• 确保所有异议均已提出，并在

加以解决后达成协议 

• 开发创新解决方案 

• 回过头去确认所有问题都已解

决 

 

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找到“拒绝原因”    

• 测试可能达成共识的范围 

 

敲定行动敲定行动敲定行动敲定行动    :  

• 谁什么时候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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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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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 for SuccessEngage for SuccessEngage for SuccessEngage for Success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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