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X购物中心区域洞察

项目建议书

智慧足迹

洞察分析的时间为xxxx

• 洞察对象为xxxx购物中心，洞察点位为购物中心质心点(经度,纬度)

• 区域洞察分析半径为3km，竞争对手分析为周边不高于4家购物中心（清单）

• 购物中心客群职住、属性特征分析(联通用户)

• 地块渗透率、竞品渗透率



场景分析及数据维度支持
编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辅助决策依据

1 区域人口居家特征 板块内居住人口统计（分小区、富裕指数） 本地块居民的消费能力

2 区域人口工作特征 版块内工作人口统计（分区域、富裕指数） 本地块工作人口消费能力

3 区域内人群性别占比 版块内人群性别占比（分工作、居住、富裕指数） 本地块工作居住人口分性别消费能力

4 区域内人群年龄及消费占比 板块内富余指数（分小区、区域、工作、居住、到访） 本地块工作、居住人口分年龄消费能力

5 区域内终端品牌占比分析 手机品牌、型号（工作、居住） 本地块工作居住人口手机品牌、型号

6 区域内上网偏好占比分布 APP使用流量、时长排行 本地块人群APP使用偏好，DSP广告投放建议

7 城市人口到访特征 全市人口到访分析（居住人口小区名称、位置） 城市人口到访来源

8 区域客群驻留特征 工作、居住、到访人口区域活动距离平均值 本地块人群生活半径

9 区域客群驻留时长占比特征 工作、居住、到访人口驻留时长平均值 本地块人群驻留时长

10 区域驻留频次占比特征 区域工作、居住、到访依据频次统计人数 本案对本版块人口引力

11 本品区域居住人群到场洞察 周边小区的居住人群到场情况（人数、驻留时长、年龄、性别、富裕指数）本案到场本版块居住客群的特征统计

12 本品区域工作人群到场洞察 周边办公人群到场情况（人数、驻留时长、年龄、性别、富裕指数） 本案到场本板块工作客群的特征统计

13 本品区域到访人群驻留分析 板块内工作、居住、到访的人群在本品的驻留时长分析 板块到场驻留时长统计，用以分析本板块的业态健康度

14 区域居住人群竞品渗透分析
本板块居住人口到4个以内竞品的到访人数、频次统计（分小区、富裕指
数）

本案对本板块居住人口与竞品业态对比

15 区域工作人群竞品渗透分析
本板块工作人口到4个以内竞品的到访人数、频次统计（性别、年龄、富
裕指数）

本案对本板块工作人口与竞品业态对比

16 区域到访人群居住板块分析 外板块到访本版块的人口居住地（到栅格、人数、富裕指数、OD图） 全市到访本案居住人口的来源、数量、富余程度

17 区域到访人群工作板块分析 外板块到访本版块的人口居住地（到栅格、人数、富裕指数、OD图） 全市到访本案工作人口的来源、数量、富裕程度

18 自有会员等级分析 富裕指数、到场频次、购物中心到场频次
自有会员的富余指数，到访本案频次、到访全市购物中心的
次数。

19 自有会员活性分析 自有会员到本品、到竞品的频次、驻留时长分析 自有会员与竞品的渗透率及到访偏好

20 竞品和本品人群重叠的洞察分析 到访客群的特征，到访重叠度分析、竞品分流分析 人数、频次

21 竞品人群导向数据 竞品人群的全城到访商圈数据可以进行分析输出 人数、频次、流失率

22 人群偏好，如喜欢吃什么、买什么品类
人群偏好线上品类的消费我们可以用京东的数据进行响应，口味方面可以
通过线上购买行为进行分析

线上品类偏好映射到线下的消费需求，对照业态配比。



本案的工作、居住、到访人

口特征

本品客群区块分析

PPT模板：www.1ppt.com/moban/                  PPT素材：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www.1ppt.com/tubiao/      
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PPT课件：www.1ppt.com/kejian/ 
语文课件：www.1ppt.com/kejian/yuwen/    数学课件：www.1ppt.com/kejian/shuxue/ 
英语课件：www.1ppt.com/kejian/yingyu/    美术课件：www.1ppt.com/kejian/meishu/ 
科学课件：www.1ppt.com/kejian/kexue/     物理课件：www.1ppt.com/kejian/wuli/ 
化学课件：www.1ppt.com/kejian/huaxue/  生物课件：www.1ppt.com/kejian/shengwu/ 
地理课件：www.1ppt.com/kejian/dili/          历史课件：www.1ppt.com/kejian/lishi/        

本品与竞品的渗透关系

竞品客群渗透分析
自有会员金字塔

自有会员与城市同业关系

客群透视分析

数 据 分 析 思 路



本品客群区块分析



区域人口居家特征——样例
居家人群属性定义：数据月累计后通过常规居家的时间锁定居家区域，当人群进入定义的居家区域后标记为居家人群，判断单位为个人，且个人只有一个
居家属性，如居家区域和工作区域重合，系统会将工作属性划为居家属性

从下图可看出区域内在凌晨时段为居家属性当日峰值日，峰值可达75万人左右，本区域的住家人口相对较为集中；由于居家属

性的定义，该区域内的高校人群的宿舍和教学楼距离较近的在判别过程中会将在校人群划为居家人群；分析区域内涵盖了XX小

区。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居家人群趋势



区域人口工作特征——样例
工作人群属性定义：数据月累计后通过常规工作的时间锁定工作区域，当人群进入定义的工作区域后标记为工作人群，判断单位为个人，且个人只有一个
工作属性

从下图可看出区域内工作时间及周期符合正常的工作时间，工作人口日峰值在30万左右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工作人群趋势



区域人口到访特征——样例
到访人群属性定义：数据月累计后排除常规人居家和工作位置后锁定的区域为到访区域，当人群进入定义的到访区域后标记为到访人群，判断单位为个人，
个人会有多个到访

下图为驻留于XXXX购物中心的到访类会员趋势，该类会员人群的趋势变化特征为周末出行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驻留趋势



区域驻留属性对比特征——样例
对比工作日和休假日不同驻留属性

居家属性、工作属性、到访属性中居家人群占区域人口的比重较大，工作日与休假日的工作人群与到访人群差异较大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日均驻留对比



区域人口手机品牌、型号、运营商话费消耗——样例

年龄、性别、消费偏好、互联网应用偏好分析区域客群的属性。



区域内人群性别占比——样例

对区域内各驻留人群进行占比分析

居家人群、工作人群的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占比，到访人群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占比，到访性别高与该区域的商圈特征有

关



区域内年龄及消费占比分布——样例

对区域内各驻留人群进行占比分析

19岁以下 age_1

19-24 age_2

25-29 age_3

30-34 age_4

35-39 age_5

40-44 age_6

45-49 age_7

50-54 age_8

55-59 age_9

60岁以上 age_10

50元以下 arpu1

50—100元 arpu2

100—160元 arpu3

160—200元 arpu4

200元以上 arpu5

居家人群的年龄层级略高于工作人群和到访人群，这与人群属性的定义十分吻合，且居家人群的老龄化较为明显

居家人群的通讯套餐消费能力略低于工作人群及到访人群，说明居家人群的社交度较弱于工作人群和到访人群



区域内终端品牌占比分布——样例

对区域内各驻留人群进行占比分析

各手机机型占比在居家人群、工作人群、到访人群中差异不明显，但iphone4s和iphone4作为过季手机，其在居家TOP排

名最为靠前(许多该手机的购买者在过季后转赠给父母使用)；从终端排名来看，三类人群对苹果手机钟爱都颇高，TOP20

的终端排名中前六位均为iphone手机，人们对于时尚、科技、身份的提现还是比较关注，手机好坏也享受生活的一种体

现



区域上网偏好占比分布——样例

对区域内各驻留人群进行占比分析

从上网业务偏好来看，工作人群偏爱网上购物；到访人群使用打车软件的频次较高；到访人群的关注特征是汽车信息



城市人口到访特征——样例

到访人群属性定义：数据月累计后排除常规人居家和工作位置后锁定的区域为到访区域，当人群进入定义的到访区域后标记为到访人群，判断单位为个人，
个人会有多个到访

从下图可看出区域内0点—6点到访属性人群也较多，这是由于居家属性的唯一性使得次居家属性被划归为到访，周五下

午后周期性出现到访增长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到访人群趋势分析



区域客群驻留时长、频次——样例

驻留频次占比是按照月驻留次数区间进行人口汇总统计

从下图可看出居家人群、工作人群的驻留占比符合正常逻辑，到访人群的驻留占比中的30%到访频次在4次以内，剩余比

例人群到访频次较高（居家人群：120万人，工作人群：60万人，到访人群：500万人），如下图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到访人群频次占比



本区域到访人群驻留统计——样例

驻留时长占比是按照不同时间区间进行人口汇总统计

从下图可看出区域居家人群居住八小时以上占40%左右，工作人群一半以上工作4小时以上，到访人群以到访两小时内为

最多
XXXX购物中心3公里半径驻留时长对比



区域人群线上消费偏好（口味、品类）

热销品类

消费品类变化

随着各大厂商品牌推广以及人们购物理念的成熟，区域客群在线上

的消费不再局限于食物饮料、服饰这两大品类，商品的选择正在向多元

化推进，人们更倾向于健康、魅力、科技、有品质的消费，美妆、生鲜、

智能设备、医药保健品类的选择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更多的受到了消费

者的关注。

区域消费者全年购买规模较大食品、服饰品类销量增幅逐年下滑，服

饰、珠宝首饰已经开始负增长，送礼也不在局限于实物，礼品卡销量大

增，健康饮食的观念也促进生鲜近几年销量大幅增长，医药保健品、美

护套装也变成了送礼的宠儿。

区域爆款消费品类

区域人群消费品类特征

通过线上消费透视区域客群的偏好需求，映射

到线下的餐饮及招商服务可以更好的服务区域客群。提

升其到场频次。



区域居家人群驻留热力——样例

洞察3km范围内四月居家人群空间位置分布



区域工作人群驻留热力——样例
洞察3km范围内全年工作人群空间位置分布



区域到访人群驻留热力——样例
洞察3km范围内全年到访人群空间位置分布



竞品客群渗透分析



本板块居住人群竞品渗透率——样例

对区域内居家人群的工作分布进行空间热力汇总

区域内居家人群的工作点空间分布如下图



本板块工作人群竞品渗透率——样例

对区域内工作人群的到访分布进行空间热力汇总

区域内工作人群的到访点空间分布如下图



本品人群与竞品人群的重叠度分析——地块

标签 男女% 居住人口 到访本品的居住人口
沒有到访本品的居住人

口
到访竟品1的居住人口

到访竟品2的居住人
口

到访竟品3的居住人口

性别
男 49.46% 49.46% 49.46% 49.46% 49.46% 49.46%
女 50.54% 50.54% 50.54% 50.54% 50.54% 50.54%

年龄

20岁及以下 10.61% 10.61% 10.61% 10.61% 10.61% 10.61%
21-25岁 8.16% 8.16% 8.16% 8.16% 8.16% 8.16%
26-30岁 13.29% 13.29% 13.29% 13.29% 13.29% 13.29%
31-35岁 13.40% 13.40% 13.40% 13.40% 13.40% 13.40%
36-40岁 10.95% 10.95% 10.95% 10.95% 10.95% 10.95%
41-45岁 9.26% 9.26% 9.26% 9.26% 9.26% 9.26%
46-50岁 7.43% 7.43% 7.43% 7.43% 7.43% 7.43%

51岁及以上 26.90% 26.90% 26.90% 26.90% 26.90% 26.90%

多商场到访人

群的来源重叠度分析，到了

本品商场的人是从哪个区域

或板块来的。有多少比例



本品人群与竞品人群的重叠度分析——竞争分流

本品的到场客流被分化到竞品商场的人数、频次、特征。



竞品人群全城到访分析

本品 竞品1 竞品2 竞品3
居住人数到访人数 100 100 100 100

居住人次 300 300 300 300
工作日：周末 (人次)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浦东新区居住人数
竞品渗透率

到訪居住人数/總居住
人數

重覆到訪人
數分佈

1次 90 90 90 90

2-3次 30 30 35 20

4-5次 20 10 14 17

6-10次 1 2 5 8

11次或以上 1 4 0 0

分析上海市

内的所有区域到本品

和竞品的到访频次。

可以进行网格化输出，

评估到访的人群在每

个区域或板块的占比。

为营销推广提供支持。



区域客群透视分析



区域会员到访频次分析——样例
对区域内各驻留会员人群进行频次汇总

有效会员34997人，全年区域内统计到会员4642人，其中居家及工作在XXXX购物中心区域内的会员占13.07%



驻留会员居家分布——样例
产生驻留的会员居家分布



驻留会员工作分布——样例
产生驻留的会员工作分布



驻留会员到访分布——样例
产生驻留的会员到访分布



驻留会员基础属性特征——样例

产生驻留的会员女性居多，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占75%年轻群体是该区域的消费主力

19岁以下 age_1

19-24 age_2

25-29 age_3

30-34 age_4

35-39 age_5

40-44 age_6

45-49 age_7

50-54 age_8

55-59 age_9

60岁以上 age_10



驻留会员基础属性特征——样例

驻留会员的通讯套餐消费能力较区域洞察的整体用户消费能力强，40%驻留会员的通讯套餐的消费金额在100元以上，

60%的驻留会员使用的是苹果手机，且潮流手机的拥有占比高于区域洞察的终端占比（会员iphone6s:16.99%,区域洞察

iphone6s:6%~8%）

50元以下 arpu1

50—100元 arpu2

100—160元 arpu3

160—200元 arpu4

200元以上 arpu5



驻留会员上网属性特征——样例

驻留会员的娱乐休闲流量消费及时长消费较区域洞察人群的低，且通信交流流量高于区域洞察人群，说明该类会员人群的

生活节奏更快，高流量的通信交流是驻留在该区域会员的特征标签



开放、合作 互享、共赢

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