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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购物中心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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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建设迎来井喷

数据来源： 世联行 《中国50城市商业地产战略地图》

到15年50城市综合体（非住宅）总量体达到5.64亿平方米，相比13年增长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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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热带来的诸多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2.7 2.5 1-1.22.7 = > >

青岛沧阳 上海 香港 欧洲

预计至2025年

过万家

数据来源：中国购物中心产业咨询中心《中国购物中心发展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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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直观感受是空置率的上升

14.5% 省会、计划单列
市等二线城市空
置率

7.2% 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空置率

数据来源：睿易德《中国商业地产季度报告 2015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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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建设趋于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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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真正考验的是运营能力的提升

“商业地产已从开发竞争转移到运营竞争，

未来真正考验的是运营能力。”

—中国商业地产联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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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O2O，社交

体验致胜
体验业态已经成为重新聚客的
利器。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
为服务、环境、为文化、为娱
乐的体验来买单。

社交消费成为主力店
未来，购物中心的主力店不再
是家乐福、沃尔玛、大润发，
或者银泰百货、王府井百货等
任 何 的 业 态 门 店 ， 而 是
Social(社交)。

O2O
电商在不断改变着传统商业
版图，O2O已成为零售业应
对互联网最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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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黏”&“积累”—利用大数据提升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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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体现运营能力的提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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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实现快速加粉，将消费者从线下迁移至线上？

2. 如何面向消费者完成统一营销广告推广工作？

3. 如何评估营销广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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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微信连接WI-FI，实现便捷认证，且为后期持续营销提供支撑

45%用户
3000元以上

用户规模
6.86亿

62%用户
25-40岁之间

平均每天
使用146分钟

51%用户
设备在身边

社交娱乐
为主流应用

数据来源：易观 《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统计报告》

The End Start

消费者离开后，联系终止 消费者关注微信后，持续营销

传统生意
买卖结束

线上生意
为提高提袋率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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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深度合作伙伴
• 一键唤醒微信，MCP和微信应用组件联动，实现用户关注动作检测，强制吸粉
• 获取微信openID和手机号码（tid手机号码加密串）
• 自定义广告页面展示
• 用户取消关注后，下一次需要重新关注才可上线

微信强制吸粉（寻找实验局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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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营销系统

本地网监平
台

网关设备短信认证 微信认证

日志审计系
统

认证实名数据

上网行为数据

实名后的上网行为数据

新网监目前已经覆盖了8个省直辖市，36个地市

实名认证，政策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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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广告编辑，多样控件，灵活规则，营销效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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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连Wi-Fi广告-实现广告微信中的广告常驻

认证前广告 商户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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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SSID呈现广告

SSID1的广告 SSID2的广告

按ssid呈现广告目
前只针对AC和特
定版本的EG有。
特定的EG版本是
指能够支持根据ip
段配置不同的ssid
别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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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域呈现广告—实现不同的品类、不同楼层的广告

餐饮区 服饰区



|  www.ruijie.com.cn19

按时间段呈现广告-实现特定时间呈现特定广告

特殊时间日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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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广告-充分提升营销价值（需要EG和MCP配套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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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提高WI-FI体验，让消费者欢快蹭网聚人气？

2. 如何有效增加微信/APP的黏性？

3. 有没有更好玩的，让消费者不舍得取消微信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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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Wi-Fi体验—多频的超高密度无线，保障信号无死角

11N
@2.4G

11AC
@5G

以一抵二：多频灵活切换 全场景体验提升50%

可独立射频卡做探针和定位，体验和增值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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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

实时在线用户总

数/2.4G/5G在线

用户数

OUR OBJECTS
点击此处添加文

本信息。建议正

文10号字，1.3

倍字间距。

活跃用户

单用户在线时长

&流量，衡量活

跃用户

流量

实时总流量

/2.4G/5G流量分

布

网络部署

设备分布，异常

状态监控

设备运行

单设备负载，性

能，体验不好的

用户占比

终端识别

终端类型/特征/

使用体验/活动

轨迹等

网络感知、体验感知
智能网优

问题自动诊断、体验无忧

极致Wi-Fi体验—无线智能网优系统，自动网络优化+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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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来优惠摇来红包

蓝牙Beacon摇一摇，帮助您创造线下互动新体验，摇来永久粘性

（目前仅支持第三方系统，客户需另行提供优惠活动的应用系统，如公
众号运营平台或APP等；锐捷自有平台计划17年Q2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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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Beacon摇一摇，帮助您创造线下互动新体验，摇来永久粘性

（目前仅支持第三方系统，客户需另行提供优惠活动的应用系统，如公
众号运营平台或APP等；锐捷自有平台计划17年Q2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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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蓝牙AP来支撑

内置蓝牙

内置蓝牙4.0模块，支持

IBeacon应用协议

内置蓝牙 管理蓝牙

IBeacon批量配置，电量、

位置监控，一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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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一键托管、便捷管理（寻找实验局客户）

• 消息记录 关注自动回复 关键字自动回复 自定义菜单 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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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起点，点选或搜索目的地，路径自动生成

定位
当前位置

寻找
停车位

搜索
目的地

点选
目的地

定位或点选
（或扫描二维码）
确定当前位置

切换
楼层

划动切换
起始点

自动
生成轨迹

轨迹导航

室内导航（计划17年Q2发布）

可以将功能嵌入微信
公众号，作为应用中
的一个功能为客人提
供商场室内导航

扫我体验导航
（实时定位需在wif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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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客流系统RBISAP采集位置
微信服务

STA微信APP

微信应用组件

实名认证营销系统MCP
对接xxx停车系统

① 停车入库，系统识别车牌号和车
辆位置（或者车主扫描二维码定

位当前位置为车辆位置）

② 第一次进行微信连WiFi认
证，认证通过后关注微信

绑定车牌号

③ 进行微信连WiFi认证，获取认证的
OpenID和终端MAC地址

④ 顾客再次进入车库，终
端被定位到当前位置，

发给定位引擎

⑤ 微信应用组件通过OpenID
从MCP获取MAC地址

⑥ 顾客开始寻车，微信应用
组件通过MAC地址从

RBIS获取终端起点位置
（或者车主扫描入口二维
码，或者点击地图某个起

点位置）

⑦ 微信应用组件从停车系统
获取车辆车位位置，作为
终点（或者人工手动选择，
或者下车时扫描二维码记

忆了车辆位置）

⑧ 微信应用组件根据起点
和终点计算寻车路径，
在微信APP上展示

停车系统车位对接，找车再也不是难事儿（计划17年Q2发布）

对接停车位需要提供的接口：

1、需要提供一个通过车牌号获取该用户的已经停靠的车位编号

2、需要提供一个获取空闲车位的接口，当用户进来停车时，锐捷系统将用户

导航到停车位 （需根据定制开发程度评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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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年/月/日有多少人来？哪个商家/区块人气最旺？

2. 这些消费者多长时间来一次？

3. 消费者都有哪些行为？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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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统计客流，掌握当前客流及趋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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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楼层/商家掌握客流分布情况，并可分析、指导商家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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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统计商家当日客流、新增客流，掌握当前当前终端动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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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块掌握客流分布情况，选择最热人气地点，确保活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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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店铺客流密度分布，掌握热门点位和客流密集区域，指导板块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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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用户画像—顾客分群，精确分析不同客户群体，为分群营销提供数据基础
（MCP+RBIS基于画像推送计划17年Q2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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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第三方系统

STA

① 系统由终端、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出口、用户行为日志分析系统

② 出口抓取用户数据；日志分析系统收集出口用户的用户行为数据，海

量存储，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用户画像

③ 满足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82号）》以及新网监

《GAWA 3011.1-2015公共场所无线上网安全管理系统无线接入场所

端功能要求》等相关文件要求。

Time
URL
BBS
Mail
······

原始数据

已分析数据

······

用户行为日志分析系统

客户上网行为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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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数据：收集全网网关设备审计IM、Mail、BBS、Search、URL、NAT等日志，作为运营基础数据源

 用户画像：分析顾客行为，刻画用户属性（兴趣偏向），为精准推送提供数据源

线上用户画像—实时掌握顾客线上行为数据，实现精准营销
（MCP+eLog基于行业画像推送计划17年Q2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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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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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品与业务紧密关联

用户画像千人千面

数据分析

客户系统

微信认
证吸粉

实名认证
营销系统

客流
探测

上网行为
分析系统

定位客流
系统

微信应
用系统

场内微
信应用

场外推送
引流到店

5折

摇一摇
精准推送

筛选目标客户、目标群体、
目标商品、线上精准推送

外部线上数据

高密度上网，
自动网络优化，可视化

微信应用组件
托管，优惠券，

微消息

免费
上网

无线智
能网络
系统

现场
活动

线上
业务
层

线下
用户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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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繁琐，控制、应用业务一体化

ALL IN ONE Super Box 一体化，告别繁琐

AP管理控制 微信认证
吸粉

广告营销内容审计
上网实名

应用设备

保证带宽

流控

网关流控
应用识别

定位 客流分析



|  www.ruijie.com.cn42

颠覆的定位技术，突破3米以下（计划17年Q2发布）

• 专属第三频做探针和定位，性能和定位两不误
• RTT+CSI定位，WIFI精度突破3米以下；
• 专属店铺探针设备，进店率提升到90%以上

定位方法 厂商 定位精度 部署要求

RSSI-三角定位 华为、Cisco、Aruba > 5m 视距、测距<20m，多径和障碍物有很大影响

RTT H3C > 3m 视距、测距<15m，多径和障碍物有很大影响

RTT+CSI Ruijie 1-3m 视距、非视距、测距<30m

最强路径，也是RTT测距得到的时间

最先到达路径，也是真实距
离

NLOS 场景

获取CSI，信号的多
径显示图

CSI校准△t

RTT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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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线上行
为

(RG-eLog)

定位引擎
(RG-LBS)

地图
(RG-GIS)

客流分析
(RG-RBIS-Mall)

WIFI接入内
容发布平台

(MCP)

交换机 无线AP  无线AC   网关 内容加速 防火墙 基础设施平台

业界整体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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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中环城

通过锐捷高性能的无线产品、MCP广告营销平台与RBIS商业智能

云系统，可在近景环节全力激发消费者购物需求，把用户体验链条从

线上延伸至线下，形成“营销闭环”

• MCP集成短信认证及微信认证：收集客户的手机号和微信号用于

广告推送，全面统计广告点击量、浏览时长等；

• RBIS商业智能云系统：感知顾客移动终端，主动发现打开Wi-Fi功

能的移动设备，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帮助管理人员监控客流量、

进店率、顾客驻店时长等，还可评估橱窗广告的有效性，让精准营

销更具效率。

率先提出并实践“互联网+购物中心”的战略，预示保利中环将进

一步引领商业地产行业O2O的发展，随着与锐捷网络不断深入的合作，

未来将为顾客带来互联网+时代更好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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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融城无线智慧商场
【背景介绍】

重庆江北观音桥大融城项目是光大安石集团在西南地区的首个商业地产项目，于2010年
12月开业，以13万平方米超大体量和一站式多样化业态组合，为80后青年提供集衣、食、行、
娱、美、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专属的、定制的主题购物场所。

作为重庆著名商圈观音桥的地标性建筑，大融城也希望通过无线WIFI更了解顾客，收集
用户的数据，对顾客进行数据的挖掘包括认证信息，上网习惯，兴趣爱好等，结合大融城自身
业务的特点，更好的发挥大融城的商业价值。

【方案概述】
原大融城建设有某C某H厂商无线，由运营商承建和自建，顾客使用的WiFi体验很差，基本

不可用。
经2015年9月我司地勘团队实地勘察后，给出了整个13万方的商场建设优化方案：

1、基础无线建设：商场环道主要区域部署了206台AP3220，150台AP520-I，52台蓝牙
AP520-BT，,7台活动区域AP530-I，3套室外AP630
2、无线承载网：整网采用POE供电模式，配合核心交换机实现整个无线网络的数据转发。
3、配合后台精准营销MCP、定位RBIS客流统计等软件,实现了真正的数据挖掘和分析。

【方案价值】
1、吸粉：3个月吸粉达9.8万人，平均每天吸粉1000余，如果有活动，当天吸粉人数会达到1000以上。
2、客流统计：实现统计平时、周末、节假日的客流情况，如高峰时期客流情况，整个大融城的客流情况，峰值每天
5000有余，活跃用户2500+，每日新增1000余人；
3、广告推送：定制商场广告点击量48万+，每日不断累积。
4、精准定位：3-5米的精准定位，实现了真正的数据挖掘，为后台的数据计算提供了精准的一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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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五四北泰禾广场是泰禾集团进军高端商业地产的开篇巨著，建成后将是一个集购物、休

闲、娱乐、餐饮、商务办公以及商务办公为一体的福州北唯一大型商业综合体，一站式
时尚生活体验中心，拥有近4000平方米的市民休闲广场，配置，每百平米商业面积，是福州目前
配比最高的城市综合体。也是福州首家引进飞天梯的购物中心，给消费者带来独一无二的购物体
验，提升商业综合体及城市价值。随着周边万达、爱琴海购物中心的不断出现，客流区域化明显，
如何吸引广场周边顾客进入广场，通过分析了解自身广场内顾客的兴趣爱好，牢牢吸引住自身顾
客，更人性化的营销体验成为广场的关注中心。

【方案概述】
WLAN采用业界最为成熟可运营的瘦AP架构，满足所有门店AP的统一管理，同时AC做1+1

热备，保障无线网络的可靠性。同时结合定位的功能支撑，营销平台可以更加精准地将制定的广
告信息、推送到指定位置的用户，商场的用户通过APP可以进行门店内车位与寻找商铺的导航等：
1、基础无线建设：广场主体部分部署了412台RG-AP520-I，12台室外RG-AP630-D，非重点
区域7台RG-AP220-SH(C)；
2、无线承载网：整网采用POE供电模式，配合核心交换机实现整个无线网络的数据转发；
3、配合精准营销MCP、定位RBIS客流统计等软件,实现了真正的数据挖掘和分析。

【方案价值】
1、吸粉：7个月吸粉达13.7万人，平均每天吸粉700余，如果有活动，当天吸粉人数会达到1000以上。泰禾两周年活动当天吸粉2200以上；
2、客流统计：关注整个广场的客流统计数据及变化情况，包括广场内客流及广场周边客流（室外AP），了解广场内的客流热区，按热区分布调整
营销活动的导流；部署室外AP，通过快速免费网络引流（周边永辉超市），并着手考虑针对客流分析系统的顾客特征及兴趣爱好分析调整营销活
动内容；
3、精准定位：无线3-5米的精准定位，实现了真正的数据挖掘，为后台的数据计算提供了精准的一线数据。

五四北泰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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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价值点及上市时间

新产品 方案价值点 测试时间 上市时间

AP730-I
AP720-I

极致Wi-Fi体验

3月 4月3米以下定位精度

内置蓝牙；管理蓝牙

WS7216系列 告别繁琐，控制、应用业务一体化 3月 4月

MCP

微信强制吸粉
当前可测试 Q2

公众号一键托管、便捷管理

摇一摇

Q2 Q2室内导航

停车场对接

MCP+RBIS 线下用户画像 Q2 Q2

MCP+Elog 线上用户画像 Q2 Q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