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玩转数据中心

Fordeal商家服务中心

2019.10



1 3

2 4

数据概念&基本介绍 流量获取小tips

数据中心实际运用 橱窗位&商品详情图



PENDRIVE PENDRIVE

PENDRIVE

数据概念&基本介绍

PART 01



流量类

曝光量

曝光人数

曝光点击率

数据概念（具体概念释义请参考商家论坛）

浏览类

访客数

浏览量

被访问商品数

加购类

加购件数、加购人数、加购率

下单类
下单买家数、下单人数

下单件数、下单转化率

▲下单≠实际售出

原因：中东消费者多使用货到付款的支付方式，在客户下单后，会
有大概两天的订单确认时间，在此期间内，只有被确认了的订单
（没有被客户取消）才会在商家后台展示客单，中途取消或未确认
的订单，商家则不会看见此客单



流量类数据

核心指标：曝光量、曝光人数

1.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商品在平台的流量？

①商品的历史综合转化率：即商品曝光->浏览->加购->下单->订单确认中
各环节综合转化情况。

②商品/店铺评分：评分好的店铺及评分好的单品会排在更靠前的位置

③异常率：Fordeal 平台非常重视用户体验，商家的异常情况将对用户订单
有很大影响，所以针对异常率较高的商家/单品，流量情况将会和异常率低的
商家/单品有明显差异。



2.核心分析思路

店铺流量异常类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流量少，二是流量降低。

流量少的因素

1：商品换季用户需求变少，卖家未感知，关注商家论坛同步市场信息

2：商家自身异常率变高，缺货、入仓超时、质检不及格。

3：商品或者店铺评分低

4：对商品进行配置导致商品历史转化率降低影响商品流量

5：同款商品参加活动，折扣更高，同品类商品有价格优势导致流量降低

6：商品属性值没有及时更新，商品属性值失效导致流量变少，商家论坛，APP首页同品类热搜词追踪

，实时更新



针对流量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流量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后看看在该时
间节点前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因素来定
位具体问题。

建议解决方案

- 多种方式打造爆品，通过爆品为店铺更多商品引流。

- 选对类目，优化商品属性值，以获得更多有效曝光。

- 积极参加平台的活动，活动可能会给商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流量。

- 时刻注意评分、异常率等指标，避免因为人为可控因素导致流量降低。



浏览类数据

核心指标：访客数、浏览量、被访问商品数

1.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商品的浏览类数据？

①选品层面：产品是否应季，有没有时下流行元素。

②展示信息层面：属性值配置不全，无法表达商品信息；主图质量差。

③价格层面：定价偏高或性价比不足，吸引顾客的购买的欲望不强烈。



2.核心分析思路
浏览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浏览数据少，二是浏览数据降低。
针对浏览数据量少的问题，需要定位是曝光不足导致的，还是曝光量足够但浏览数较低导致的，根据
不同原因找方案

下面针对曝光足够浏览量较低情况分析：

1：产品价格偏高，调整至合理价格（商品包装优化减少商品重量以及体积重、商品折扣）

2：商品不能迎合当地市场，关注商家论坛同步中东市场信息，自行了解中东市场行情，捕获中东流行

元素

3：商品主图劣质，无法表达商品信息，属性值配置不全。

4：正确配置商品属性值，避免无关流量引入影响转化



2.核心分析思路

针对浏览数据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浏览数据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
后看看在该时间节点前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
化的因素来定位具体问题。

3.建议解决方案

- 首先确保商品上新时各项属性项配置精准，通过配置的属性项更清晰表现商品
信息，同时也要防止由于属性项配置不精准而导致无关流量导入而引起的浏览指标异常

- 通过价格（性价比）、商品主图优化等方式，增加商品对顾客的吸引力



加购类数据

核心指标：加购件数、加购人数

1.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商品的加购类数据？

①展示信息层面：主图及场景图、功能图、细节图不完整，商品属性项或其

他信息配置不全，无法清晰表达商品具体信息。

②用户评价：商品或店铺整体评价较差（特别是质量差、图片与实物不符的

差评）

③商品价格：定价偏高或性价比不足，吸引顾客的购买的欲望不强烈。



2.核心分析思路

加购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加购数据少，二是加数据降低。

针对加购类数据量少的问题，需要基于上述影响因素逐一排查可能的原因，对商品信息、
价格、评价差的原因等作出调整，测试效果即可。

针对加购数据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加购数据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后看看在该
时间节点前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因素来定位具
体问题。

3.建议解决方案
单品的评价、顾客反馈的产品信息、商品属性项、商品图片组合及质量（有无配置
detail 切换）、尺寸规格等都可能会对顾客的加购意愿产生影响，需要从这些细节入手
逐一排查优化



下单类数据

核心指标：下单人数、下单买家数、下单件数、下单转化率

1.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商品的下单类数据？

店铺整体风格：越聚焦的风格或细分品类，越会对店铺整体的下单率产生正向加成（本质上

是聚焦了一类用户的需求）

2.核心分析思路

针对下单类数据量少的问题，下单类数据作为最终结果指标，以上各环节存在的不足均可能

最终导致产品下单情况下降，所以下单情况需要综合多因素共同分析

（商品信息表达、价格、商品评价，是否过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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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图片 库存 评分选品

数据中心实际运用



1.选品方面

测款拓款：对于一些整体数据好的商品，可考虑开发相近价格、相近款式
的类似商品进行测款上新

如何判断商品数据是否好？
在一个月或者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曝光点击率、访客数和浏览量的商
品可以证明这款商品是具备较大的市场需求的，可以通过后台店铺数据较好
的商品进行测款，拓款

举例：



1.选品方面



1.选品方面



1.选品方面

后续拓款这类反光的套装的数据表现也不错

坚持上新同类型的商品形成自己的店铺风格



2.价格方面

价格调整：对一些浏览量多，加购多，心愿单（收藏）数多，但下单较少
（即转化率较低）的商品做价格调整，促使客户下单购买

举例：

如：这个商品的各项数据表现不错，但是下单转化率不高，商家
采取了对商品降价45%的方式来提升销量



2.价格方面

打折后：



3.图片方面

补充细节/功能图：可对浏览量少，加购少的商品优化主图和补充细节/功能图展
示板块，展示商品具体的使用功能。
（成功参加活动的商品一定要补充好商品功能图和详情图，避免活动流量浪费）

举例：



3.图片方面

效果：



4.库存方面

定期对一些加购多、下单多的商品进行库存盘点，根据销量预测进行备货，
避免因缺货等导致商品下架



5.评分方面

造成评分低的主要原因：

A.与描述不符
商品信息虚假，客户收到实物与APP下单商品信息不符易导致差评

 为了“蹭热度”而勾选虚假的属性值
 商品与图片不符



5.评分方面

举例：



5.评分方面

举例：虚假图片



5.评分方面

造成评分低的主要原因：

B.质量差
平台坚决抵制以次充好的商家，商品的供应价格和质量的好坏不挂钩，

需要低价做引流爆款的商品更应该注意商品质量，店铺商品是否被消费者
复购或者收藏很大程度取决于商品质量。

该商品因为质量问题单个商品收到12个差评，商品销量急速下
滑，各位商家需重视自身产品质量问题！



5.评分方面

造成评分低的主要原因：

C.性价比低
商品价格设置过高，以次充好，消费者在比较中发现商品在商品材料、商

品耐用程度等方面远低于同一价格梯度的商品。

举例：



5.评分方面

造成评分低的主要原因：

D.尺码问题
商家需要特别注意商品的尺码必须符合中东消费者的体型，避免因尺码问

题增加商品的中评甚至差评。

举例：



5.评分方面

经过平台的整体评估和权衡，针对目前商品评价分低于0.5分的店铺将进行以下
流量降权处理
另外，由于推广和活动等资源的特殊性，商品评价分低于1分的商品或店铺均会
限制报名。

20
%

A

C

D

B

描述不符

需要注意图片是否存在过度PS的现象，

是否存在明显的色差或款式细节的差异

性价比低

以更合理的供货价提供产品，

基于平台的标准定价规则可以向顾客

提供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尺码偏小
中东顾客通常习惯标准的欧码码数，

建议商家在制定产品尺寸时

以欧码标准为参照和换算。

质量差
中东顾客普遍对于面料的要求较高，

商家可更换品质更好的面料生产，

同时保证整体成衣的品质。

改善
建议



以上给到商家朋友们一些较为通用的数据中心运用策略供商家朋友们参考，同
时也非常欢迎商家朋友将您的经验在群里分享给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课后作业：
培训结束后各商家可根据今天课程内容对店铺内产品进行针对性改善，我们将
会收集成功案例后整理经验供大家学习~欢迎各位商家踊跃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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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目前流量规则

想要知道如何获取流量，需要先了解平台的流量规则



1.站外流量

Google

Instagram

Facebook

Tik-tok

外部
网站

5

3

2

1

4 Snapchat

外部流量指的是Fordeal在各大外部网站投放的广告，大部分广告会选取爆款商品进行推广，以吸引各种各样的

客户认识Fordeal。

被站外推广的爆款商品，除了选品要符合当地客户需求，往往图片点击率（主要是首图）、下单购买率都非常高。

另外一些好玩的新奇特商品也容易成为站外推广的爆品。



类目推荐

类目运营会根据用户需求

设置App内类目结构，其

顺序影响了商品热销的程

度。

搜索

活动

2.平台流量

Fordeal会周期性的进行各

类活动，活动的转化率非

常高，会在重点位置进行

曝光。还有一些活动是阶

段性的，运营会结合消费

季节，策划合适的活动以

促进客户转化。

指的是用户主动输入关键

词查询商品，由于消费诉

求是非常多元化的，会有

非常多的长尾商品被搜索

到。可以观察搜索排行，

以了解用户的消费趋势。



商品页推荐

关注店铺

3.私有流量：商家独享的流量

▲Fordeal强调并保护商家的私有流量。商品详情页下方的商品推荐，只推荐本店铺的商品，另
外店铺页面和关注店铺列表页是完全私有的。

所以非常建议商家朋友集中精力打造 1-2 款爆品，基于爆品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流量被引入
到您店铺，从而覆盖更多商品。

另外好的售后体验会增加店铺关注，这部分客户的长期销量非常大，优秀的店铺复购销售
额能占到将近50%。

好评→复购率

爆款引流



市场调研
什么款式卖的好？

中东近期热点需求是什么？

上新编辑
标题、属性是否完整/精确？

款式图是否对应？是否有细节图？

图片是否美观？与实物是否相符？

获取流量
视频推广

类目推荐

参加活动

运营维护
商品评价分

店铺异常率

找准定位

发货售后
检查商品

及时发货

处理异常

观察数据

参考第一部分PPT

运营思路



1

2

3

4

5

视频素材

模特+高清+多角度+实用场景+竖屏

聚焦产品特性&展示特点

保持上新

测款+精准上新

新品流量

优化图片&精准属性
首图：突出商品卖点

详情图：可使用动图Gif＜10M

模特图：吸引客户点击

完善使用说明及尺码图

报名营销活动

参加活动能争取更多的商品曝光机会

维护店铺评分

店铺评分低会导致流量降权

异常率高也会影响流量

流量获取小Tips



答疑时间

1.新店获取流量的方法？
A：保持上新，（测款+精准上新）

2.影响商品排序的因素？
A:主要因素：近期销量&下单转化率（点击率、商品价格、评价）

3.标题跟属性值哪个对客户搜索比较有帮助？
A:目前客户在App搜索是以属性值为主，因为App展示的是关键词（属性）
*但是商品的一些特殊属性需要在标题上备注
例：是否含电池，是否可折叠，折叠后体积多少，随机发货等

4.如何编辑能增加商品曝光？
A：属性值精准+图片要好看（款式图+首图+模特图+详情图/动图+细节图）

模特图优先程度：
中东模特＞欧美模特＞健壮亚洲模特＞商品展示图＞亚洲模特



答疑时间

5.销售地区为什么不是249？

A：首先先检查下商品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①性感/情趣/性暗示（情趣类首图不是商品图而是用了真人模特图）

②涉及宗教政治文化（猪、酒、真人头像图案、骷髅头）

③产品侵权（logo/元素）

④物流限运：液体100ml内、香水50ml内、粉末、电池

⑤动漫电影元素

*出现销售地区不是249，先使用App搜索商品是否在前端展示，若能搜到即为在

售状态



答疑时间

6.上新是要铺货吗?如何测款？

A：上新思路：测款+精准上新（根据热点）

注意：多上新≠乱上≠什么都上 → 影响客户购买体验

总的来说，先专一搞好一个品类

测款：上新前要多观察研究款式、价位、

上新后要观察研究销量、评价、数据、异常率、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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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精选新品 跟踪替换

橱窗推荐

上线时间：11初



商品详情页新增细节/功能图展示板块

 介绍和亮点
 增加商品图片信息的丰富度，并将重要的关键图片信息分层次清晰的展现给消费者，提升消费者对产品

的认知，进而提升消费者的加购和下单转化

 展示效果
 在Fordeal APP中商品详情页商品图片部分会区分和强调细节/功能图，用户可通过滑动和点击进行图片

的浏览切换。

注：
① “detail（细节）”、“manual（功能）”等
字样会根据商品所属类目自动判断并显示给消费者，
商家无需手动配置

② 建议商家上传功能图时把产品的使用方法或者配
置信息（如功率、型号、功能等），尽量配上英文/
阿拉伯语说明，方便消费者理解产品，提升消费者
满意度，刺激复购



今天的课程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各位商家可移步到Q群里进行交流哟

下次直播培训会在后天10.31周四相同时间与大家见面！

ppt及视频也会在稍晚同步至商家论坛，敬请留意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