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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门店痛点与转型优势

门店数字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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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实体店发展遭受疫情严重打击

如“餐饮行业”一年超过4W亿人民币
的大市场，疫情期间一季度至少1/2时
间不能外食和聚餐，半个季度的停业就
最少遭受5000亿的经济损失

服装/美妆店也是疫情影响最大的重灾
区。因销售受季节限制，时间点一旦过
去，衣服过季了就没人要，化妆品过季
了也就没人买。



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以上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
资料来源：CNNIC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9.8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

我国网民年龄由20-29岁、30-39岁、40-49岁 等，其中 高消费能力网民占比总和的57.1%

中国网民规模快速发展，消费习惯趋于线上化



传统线下门店经营痛点

• 线下商圈流量竞争激烈

• 派传单都被扔进垃圾桶

• 线上流量依赖平台分发和

用户主动搜索

• 获客成本高。

留存复购低

• 美团抽佣超10%，天猫平均抽佣率2%，

叠加流量费用 ，商家苦不堪言

• 租金、人工、物料水电等费用花销大

• 门店的营销方式单一，没有记忆点，

顾客不愿意继续消费，资金回笼慢。

• 不会对顾客进行精准营销，顾客资源

流失而不自知。

生存压力大

拓客难

• 财务数据核查易出错

• 分店经营管理难，运营成本大

• 员工分工混乱、积极性低、流动性大

• 宣传物料制作耗时长、效果差。

门店管理效率低



“门店数字化”线下实体门店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解决传统门店问题，关键是需要“门店数字化”

维度 传统的经营模式 转型路径 数字化经营模式

用户

商品

门店

运营

获客途径方式单一
用户价值挖掘困难

供应链协同效率低
商品管理能力薄弱

场景受限经营乏力
门店坪效提升困难

人为经验占据主导
运营效率提升乏力

模式多样广泛获客
充分挖掘用户价值

智能供应链效率高
商品管理智能精细

020全场景互联网
门店坪效充分优化

全量数据指导决策
智能运营高效稳定

门店
数字化

以上信息来源：苏宁零售技术研究院



门店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门店数字化是将许多复杂多变的门店经营信息，如：推广效果信息、用户喜好变化

信息、财务状况信息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以及对这些数字、数据进

行有效追踪、分析，发现经营问题或变化规律并对此做出优化调整，从而优化顾客

体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让门店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的过程。



传统模式抗风险能力低 消费者已养成

线上获取信息的习惯
数字化有利于降本增效

门店为什么要数字化



门店系统产品介绍

2

门店数字化解决方案



门店系统产品定位

门店系统是一款专门为线下门店量身定制的门店数字化管理系统。

开通即拥有专属小程序店铺，助力商家打通线上小程序+线下实体店；

专注于解决用户运营门店过程中遇到的会员管理效率低，获客成效差、顾

客黏性弱、推广成本投入高以及难以跟踪成效等核心问题，配上丰富的店

务管理功能，助您高质低成本地快速获得门店数字化运营能力。



门店系统产品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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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系统适用行业



门店系统产品亮点

多种营销玩法助力全渠道拓客 精细化会员管理提升顾客黏性

智能化店务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多门店一站式管理便捷高效

全方位数据分析驱动持续盈利 低门槛实现门店数字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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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数字化经营方案

门店数字化解决方案



购物者的互动需求主要围绕产品内容，个性化推荐等

购物过程中最重要的信息互动需求比例

数据来源：TMI腾讯营销洞察&尼尔森2019零售行业调研
基数：选择互动触店的被访者



门店数字化经营思路

STEP1 门店引流
门店服务线上化+H5宣传活动=全渠道花样拓客

STEP5 门店数字化管理
数据/开单系统+多门店管理

=快速财务核算，高效经营管理

STEP4 裂变转介绍
全民推广+拼团裂变+裂变活动

=老带新转介绍，形成营销闭环

STEP3 留存与复购

门店会员系统+私域社群+公众号+微传单

=打造私域流量池、消息精准触达，提升复购率

STEP2 用户激活转化
注册礼包+公众号推送+线上线下传播

=刺激注册，增大影响力，提升付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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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微信客户运营链路闭环，构建私域流量池，实现数据化管理

门店系统



Step 1：门店引流

运营思路：搭建小程序站+公众号+H5线上展示曝光，结合热点节日/主题活动，利用多渠道，实现提效引流获客

微传单 营销活动 云设计

构建门店小程序端 活动预热 趣味活动引流获客 提升视觉体验

线上服务预约

线上服务卡项

线上+线下产品售卖

【员工分销】

门店服务宣传展示

门店活动入口（聚合页）
易拉宝模板

活动海报

活动banner图

门店系统 公众号助手

建粉丝池

搭建门店会员-公众号自助服务体系

【自动回复】

【自定义菜单】

【渠道码】

趣味性活动

【抽奖活动】

【手速活动】

开启【粉丝专属】



Step 1：门店引流-构建门店小程序+公众号+H5活动，突破地域限制

门店商品展示售卖
(门店系统)

公众号会员服务体系
（公众号助手）

门店品牌宣传展示
(微传单)

门店引流活动
（营销活动）



Step 2：用户激活转化

运营思路：门店优惠+限时福利+服务/产品介绍，结合公众号自动+人工推送，实现线上线上用户激励转化

限时【优惠券】

【进店有礼】

【发券宝】

门店系统 微传单

服务 /产品操作教程+购买入口

公众号助手

发送推文+自动推送活动

【智能推送】

【活跃粉丝推送】

服务/产品介绍门店新客奖励 活跃粉丝推送

营销活动

限时抽奖活动

门店限时抽奖活动

设置【活动密码】参与条件，客户每天可从销售/公众号关键词中获取

奖励【门店优惠券、积分】奖品



Step 2：用户激活转化-刺激新客消费

服务/产品介绍宣传物料
（微传单）

门店促活营销活动
(门店系统)

活跃粉丝智能推送
(公众号助手)



Step 3：留存与复购

运营思路：拓展门店会员体系价值+专属活动+企业口碑+服务关怀，传递价值实现精细化留存

微传单营销活动

会员福利 树立企业口碑会员专属活动

构建门店会员体系

【会员等级】会员等级享折扣

【会员储值】充值赠送优惠

【会员积分】换购&营销活动-抽奖

【发券宝】激励高意向客户

传单宣传门店口碑
1.宣传“服务关怀”
2.传递“企业文化”
3.收集展示“用户评论”

创建【抽奖、答题活动】+【长期活动】

设置【门店会员+积分消耗】参与条件

奖励【门店优惠券、积分、余额】【红包】等奖品

门店系统 公众号助手

粉丝精准服务推送

推送会员专享服务+节日祝福

【营销活动-数据互通】

【模版消息】

云设计

企业风格化展示

企业VI统一化

活动海报

活动banner图

H5活动素材



Step 3：留存与复购-掌握会员特征，提升体验加速资金回笼

会员等级 会员储值 会员积分 积分商城

1.会员在线化

➢ 会员基本资料

➢ 会员服务记录

➢ 会员标签

2.设置多重会员福利

➢ 会员等级折扣

➢ 会员储值优惠

➢ 会员积分换购

➢ 定向派发优惠券



Step 3：留存与复购-会员专属活动，完善用户画像，传递品牌口碑

门店会员活动+奖品
(营销活动)

公众号会员服务体系
（公众号助手）

门店H5节庆祝福+趣味展示
（微传单）



Step 3：留存与复购-打造私域社群运营，提高会员粘性实现长期复购

打造公众私域流量池+社群服务关怀



Step 4：裂变转介绍

运营思路：周末与假期期间网民在线率较高，利用会员+销售资源，开展推广裂变奖励活动，快速带来新用户

微传单营销活动

建立分销奖励机制 推广活动裂变奖励

（长期活动）销售+门店会员老带新

【全民推广】

【拼团】

【短视频营销（集赞）】

（短期活动）全员参与推广赢取奖励

【全员推广】

【微信推友】

（短期活动）门店会员参与推广赢奖励

【裂变引流/投票活动】

【组队参与】

【裂变优惠券】奖品

门店系统 公众号助手

（短期活动）激励粉丝推荐公众号新客关注

【涨粉宝】

公众号涨粉活动



Step 4：裂变转介绍-利用老会员进行裂变转介绍，形成营销闭环

门店会员分销活动
【全民推广】【多人拼团】

(门店系统)

H5 会员裂变活动
【裂变、投票活动】【裂变优惠券】

（营销活动）



Step 4：裂变转介绍-利用老会员进行裂变转介绍，形成营销闭环

公众号粉丝海报推广活动
【涨粉宝】
(公众号助手)

H5推广排名活动
【全员推广】
（微传单）



Step 5：门店数字化管理

运营思路：门店经营+会员+销售+公众号粉丝+活动宣传物料线上一站式管理

云设计

门店经营数据线上化

【微信/余额支付】

【多门店管理】

【服务、卡项、商品管理】

【会员数据】

【员工权限】

门店系统

活动宣传物料同步管理

【小组管理+共享素材】

宣传物料团队协作管理单/多店经营数据线上化

公众号助手

粉丝私域流量池+用户画像数据库

【用户管理】

完善用户画像/大数据



Step 5：门店数字化管理-轻松提升门店经营效率

活动宣传物料同步管理
【小组管理+共享素材】

（云设计）

经营收款线上化
【微信、记账、会员余额支付】

(门店系统)

用户画像数据库
【用户管理】
(公众号助手)



Step 5：门店数字化管理-轻松提升门店经营效率

快速了解门店经营状况，缓解财务核算压力

多门店数据统计会员消费排行项目消费情况 员工业绩排行



行业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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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数字化解决方案



参考话术-如何推荐产品组合（门店系统+营销活动+助手）

跟您的行业类似的，我这边刚好收集到一些客户案例，他们就是通过门店系统等产品来搭建的，您看一下……

使用【门店系统】能打造门店服务小程序线上服务平台。然后利用【营销活动】可以帮你快速制作您的企业特点的

H5小游戏。同时结合【公众号助手】可对公众号粉丝进行管理推送服务，构建企业用户池。

【门店系统】和【营销活动】不仅能够帮助您拓展线上消费渠道，快速抢占行业线上市场，还能够帮助您实现多种线

上营销玩法，轻松实现门店活动引流、快速锁客与消费转化。而且还可以拓展服务周边的零售产品售卖等增值服务。

【公众号助手】能收集建立私域流量粉丝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便捷的社交平台服务入口，对粉丝进行精准的推送，不

仅有助于提升消费转化，还能提升客户粘性并持续的产生复购，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A（优点）

F（特征）

B（利益）

E（佐证）

使用【门店系统】开通就能拥有小程序店铺，操作简单容易上手。系统集在线营销、会员管理、商品管理、开单收银、

数据分析于一体。【营销活动】提供丰富特色的各节日热点的活动模版，并支持品牌元素的植入，只需要10几分钟就

可创建企业节日主题的活动，并且支持门店会员参与条件，及派发门店积分、优惠券、会员余额等奖品等功能。

【公众号助手】对公众号的客户进行标签化、分组化标注，并根据客户特点推送相应的活动消息通知，实现精准营销。



1.美涵店开通门店系统小程序“搜附近”功能，提高线上的曝光

率。并且利用老会员和员工的私域进行有奖裂变，推广的人数、

效果、收益系统全程追踪。

2.趁3.7“女神节”来临之际，使用营销活动制作了《女王的百宝

箱》小游戏，让顾客凭借自己的反映去抓取弹出的礼物：美容消

费券、积分、玫瑰花和节日小礼品等宝物。

搜附近+全民推广+员工分销+节日营销活动

当周拓客300+，到店率提升37.8%美涵美容店



1. 开启私域引流。在店铺/公众号/小程序/朋友圈等宣传店庆活动：充值

69元，获“至尊会员”群进群资格，享受更多优惠。进群后更可免费领

取价值388元补水美白面膜一盒。活动吸引了一大批顾客参与，他们觉

得花69元获得了388元的面膜和享受美涵店尊贵服务的资格，非常值。

2. 生成会员档案。顾客通过海报或公众号跳转小程序进入线上店铺自助

注册储值，后台迅速生成各个会员姓名、手机号、皮肤状况等信息记录

会员档案。为门店分析顾客特征，推出个性化美容服务提供重要依据。

3.社群运营。社群内客服和导购积极和会员们答疑互动，每日分享美容

干货，每周优惠券发放等，让会员有很好的进群体验，增强了信任感。

门店活动活动期间通过预热营造消费氛围、限时特惠、营销活动、活动

倒计时等方式提高会员参与度，实现高效逼单。

玩转私域流量
会员体系+公众号+门店小程序+微信社群

美涵美容店



1.凤凰店一将传单/易拉宝/门店海报/朋友圈海报等附上门店

渠道码，宣传洗车低价拼团活动。并利用会员和员工的私域，

进行有奖裂变。

2.渠道码帮助门店监控各渠道的顾客来源状况。顾客扫码成

为会员即可参与拼团，可提前预约并且到店接受服务。

3.结账时会员们可以参加有奖刮刮乐。奖品有“三年6次”服

务计划9折购、会员储值优惠、洗车5次优惠卡、汽车纸巾等

奖品，加速资金回笼、提高会员复购率。

全渠道推广+花样营销活动

两个月内新客增加38.2%凤凰汽车保养店



凤凰汽车保养店

汽车新品车灯H5宣传。模拟朋友圈场景，会员更换

车灯后在朋友圈进行展示，抓住顾客关注道路安全

的心理，展示车灯更亮、照射范围更广、更安全，

附带点赞和评论。新品车灯夜间亮度情况展示，用

真实效果从吸引一大批会员到店进行车灯更换以及

重要部件安全保养服务。



使用了那些产品组合

门店线上化-搭建小程序站点
与H5活动结合搭建公众号粉丝池
线上线下宣传物料升级
拓展全员销售模式

门店数字化运营思路

1.门店引流

2.用户激活转化

3.留存与复购

4.裂变转介绍

5.门店数据管理

门店优惠
H5限时活动
公众号自动+人工推送
服务/产品介绍

会员福利
公众号服务
会员专题活动完善用户画像
H5宣传

建立门店长期分销机制
H5短期裂变+排名活动
公众号涨粉活动

单 / 多门店业绩数据快速统筹管理
完善用户画像,构建用户大数据
活动宣传物料团队协作管理

课程回顾-门店数字化运营思路 & 产品组合

云设计

公众号助手

门店系统

微传单

营销活动



感谢您的观看
THANKS of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