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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 消費者全通路、全時段、全地域的主導商業行為

全通路整合
(虛實整合)

全通路體驗
(新消費行為)

技術商業
(零售大數據)

企業自媒體
(社群粉絲經營)

門店、電子商務、社交媒體、社群購物、移動
互聯網、QR Code、WiFi.

3C：carefree to careful and considered (關心、
關懷、關注)，客戶參與自己定義產品和需求

通過大數據分析更準確了解消費者，洞察消費
者需求，實現精準行銷、忠誠度計畫、個性化、
訂價和精細化管理

全通路的溝通能力、自助服務(自助結帳)、店內
營銷活動等優質用戶體驗

Website

eMail

Call Center

Mobile

Shops

Kiosk, POS

資料參考：頂新觀點

端 (實)

雲 (虛)



實體零售業創新服務發展模式

行銷推播門店效益後臺管理 客戶服務&員工管理數據管理

POS 數位看板 數據蒐集

系統整合→ 數據分析 → 智能服務



如何透過科技為門店帶來業績增長？

來客數 獲利提袋率 營業成本

行銷效度提升

客戶滿意度改善

店內停留時間增長

來客數增加 精準行銷

客戶互動

轉換率

客單價

員工效率

設備監控

環境能源

店內防損

門店行銷互動 門店效益分析 門店營運管理

零售大數據



UShop+ 新世代智慧零售門店場域

智慧多媒體數位看板

智慧電子菜單

智慧排隊叫號

門店行銷互動

門店客流分析

店內熱區分析

LBS行動推播

門店效益分析

POS 收銀防損客戶回饋系統

門店營運管理

能耗與環境監測



UShop+ 智慧門店方案導入模式

行動規畫/執行
數據蒐集/分析問題

持續改善

透過門店效益分析方案收集

數據與洞悉門店經營問題

透過門店行銷互動方案，針

對目標客群提供有效訊息

(地點/時間/內容)

綜合分析行銷與營運效益，

累積數據管理經驗



UShop+ 門店數據與效益分析解決方案

門店客流分析

門店行銷效益分析

門店熱點分析

• 店外人潮流量分析
• 進店客流量統計
• 進店率/新舊客/來訪周期/留店時間分析

• 區域顧客滯留分析
• 店內顧客動線分析

• 看板櫥窗觀看效益分析
• 結帳客層屬性與會員辨識

客流分析攝影機 熱點分析攝影機 人臉分析攝影機 Wi-Fi 分析感測器



門店客流分析 –進店客流量統計

智慧客流分析攝影機

✓ 統計準確度高
✓ 一體機設計，直接連接雲端報表，安裝簡易方便

• 雙鏡頭 3D 立體建模技術
• 準確度平均 95-98%

• 可分辨成人與小孩(身高設定)

• 單價較高，適合品牌精品零售之高精度需求

• 單鏡頭 2D 人頭偵測追蹤技術
• 準確度平均 85-95%

• 性價比高，適合購物商場，一般零售門店需求



門店客流分析 –來客客戶屬性分析

Wi-Fi 分析感測器

✓ 5-15公尺即時感測，記錄來客位置和行為

✓ 無需連接WiFi，就可探測到智慧型手機之唯一識別碼



門店熱點分析- 顧客產品喜好與購物動線分析

熱點分佈顯示區域熱點總覽 顧客動線分析

• 快速調整店內櫃位元擺設，提高產品曝光與客戶體驗效益
• 即時評估新品上市之顧客市場反應，並透過銷售分析有效調整產品定價與推廣模式

智慧顧客動線熱點攝影機
✓ 360魚眼攝影機，一覽全店客戶動線
✓ 停留人次與駐留時間分析，洞悉消費者喜好



門店行銷效益分析 - 看板櫥窗收視分析

店外看板櫥窗人臉影像分析
✓ 經過人數，觀看人數，觀看時間，觀看客層

✓ 看板廣告管理內容整合分析

• 自動產出看板觀眾洞察報告，協助業主進一步作內容優化設計
• 根據觀眾屬性進一步將觀眾分群
• 透過鎖定更精準的客群營銷，有效增進行銷效率



UShop+ Store BI : 雲端商業智能報表



店內營運數據分析，有益於提升實體門店營運總體效益

門店效益指標總覽 門店客流與銷售分析 店內產品熱區分析

• 即時了解門店經營狀態
• 各店績效指標排名

• 客流與銷售交叉分析
• 不同時段統統計分析

• 定位重點關注分店
• 最佳/最差 5 門市

• 門店人員排班調整
• 門店行銷活動規劃

• 產品熱區跨時段總覽
• 特定區域顧客駐留分析

• 產品陳列調整
• 產品銷售活動調整

即時數據報表評估成效



UShop+ 門店數據與效益分析成功案例

• 導入2D智慧客流攝影機

• 導入熱點分析攝影機
• 即時總覽所有分店的客

流量

• 針對價格的調整作客戶

商品興趣度分析

• 在客流高峰期間調整人力配置

• 在高度感興趣的商品區域調整促

銷方案，以期提高客戶提袋率

客戶需求 使用情境 導入效益



UShop+ 集客行銷與顧客體驗解決方案

客戶動態播放

靠店行動推播

互動產品介紹

資訊播放 客戶互動 整合服務

多點廣告推播

即時資訊更新

電視牆

智慧電子菜單

KIOSK 互動站

智慧排隊服務

顧客回饋系統



智慧多媒體互動播放系統

RESTful API

多元感測觸發與顧客數據整合

熟客人臉識別

會員卡整合

產品推薦資訊



UShop+ MobileAD 智慧靠店行動推播服務

將門店優惠訊息投給進入場域停留X分鐘，符合條件的手機

關鍵時刻溝通

提升入店率



MobileAD CMS

1

3

2

Wi-Fi 感測器偵測到靠近5-15公尺內之手機訊號1

2

UShop+ MobileAD CMS 雲端服務按照位置訊息以及

客戶資訊，推送活動通知訊息
3

透過手機之品牌應用APP(需整合UShop SDK)確認推播對象

UShop+ MobileAD 智慧靠店行動推播服務



UShop+ 門店行銷與互動方案成功案例

客流與空氣品質看板 客戶滿意度回饋 定點行動推播



UShop+ 客戶與成功案例
門店行銷互動 門店效益分析 門店營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