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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机场商业

An overview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irport commerce

数字化转型项目内容概览
目标：机场商业收入倍增

方法：以数据和算法推动精细化管理和运营

实现模式：在有限变量可监测和调控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匹配，最大限

度提升转化效率和客单水平，让机场成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最佳场景——

线下部分让旅客遇见最期待、令其尖叫的产品和服务。同时，灵巧、丰

富的线上商城不断延展机场商业空间的边界，让旅客得到更全面的满足

机场商业数字化转型=

（S）CRM+POS+ERP+线上商城+ACAMP+META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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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商业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irport commerce

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意义

在新的商业潮流中，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和数据快速创造价值，为

机场商业带来更成熟、更全面的分析机制——通过数据来描述现状、诊

断问题、预测未来发展。因此，数字化转型是机场商业当前的必然任

务。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高机场商业的盈利能力，还有助于提升机场

商业的应变能力，以此达到机场商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 .



8 9

ERP作为后端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是ACAMP机场商业资源管理平台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负责机场航站楼内所有销售场地的统一管理。ERP系统

能够为机场商业提供最主要的三大功能：

在ERP系统扶持的基础上结合ACAMP商业资源管理平台，实现对机场商

业商户运营情况的真实数据收集，再将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处理，为

机场管理层提供便捷和高效的管理手段。

        负责管理整个机场场地资源（各个商业经营商信息、商户

合同时限管理、物业信息等）

        财务信息（账目信息，财务结算等）

        品牌信息库及招商管理 3 .
会员体系的建立会让机场用户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价格更低的产品与额

外的权益。通过权益设定、等级设置、积分兑换、会员满减的方式，不

断刺激用户进行升级。这种让商家和用户双赢的策略旨在激发用户活跃

度、提高用户粘性、提升用户转化、增加用户留存率与复购率。最大限

度发挥用户价值的同时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并且线上及线下的会员体

系数据最终可以经由ACAMP平台汇总，此举打破数据孤岛，建立全谱

系的用户洞察视角，将为决策者与经营者提供更强的决策依据。

2. ERP系统

3. CRM系统

机场商业

What’s included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airport commerce

数字化转型包含的内容

1. 机场商业资源管理平台 ACAMP

作为机场商业资源管理平台，ACAMP根据机场经营和

管理需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决策支持指标体系，整合现

有各功能系统（ERP, POS, CRM等）的相关数据，同

时通过埃尔坡生态合作伙伴腾讯和航信获取更丰富的旅

客数据，再叠加各类传感器采集到的各项数据，在航站

楼数字化模型上进行多维数据统计和分析，使机场管理

核心指标可视化、透明化、系统化。

机场商业数字化转型=

（S）CRM+POS+ERP+线上商城+ACAMP+META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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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ORT作为机场数字化转型的最后一环，需要

上述四个功能系统作为大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完全

实现机场管理模式数字化、智能化，最终实现智慧

机场。以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基石，并利用VR和AR技

术，METAPORT将通过全方位还原机场航站楼实景、

建立航站楼虚拟模型来帮助机场管理层、机场商业经

营商，以及旅客实现与机场交互的能力，带来更高效

的管理效果和更丰富的机场体验。

对于机场管理层而言，根据管理级别的不同，Meta-

port可针对不同管理层级（高层—中层—基层）提供

不同的机场指标信息，大到机场整体盈利及负债情

况，小到航站楼内商区零售餐饮店铺的实时客流量和

经营情况等等，帮助机场管理层更高效精准获取机场

实时信息并制定决策。

对于机场商业经营商而言，可以通过METAPORT了解

到机场商业运营的可视化数据，例如总体商业营收及

租金情况、机场商业规划、机场商区物业条件、以及

指定店铺的运营和人流信息等。METAPORT不仅能够

帮助潜在机场商业经营商高效、全面、便捷地了解机

场商业信息，而且可以为现有机场商户提供实时了解

商户运营数据、实时知晓客流信息、关注旅客反馈的

机会。

最后，对于到访机场的旅客来说，可以更加全面、舒

适、便捷地体验机场商区及服务。通过使用META-

PORT，旅客可以定位想去店铺的位置，并了解到店铺

内客流情况，以及店铺全方面信息（店铺商品种类/菜

单、商品单价、餐饮店铺内空桌数量、店铺内有无充

电设施等）。相比从特定手机app内通过搜索获得信

息的传统方式，METAPORT将为旅客提供更加快捷和

全面的方式，实现旅客与机场的全方面交互。

3 .
5. METAPORT 

机场商业

What’s included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airport commerce

数字化转型包含的内容

4. 线上商城 

线上商城帮助机场构建贴合实体业态的线上线下一体

化的全渠道商城。为机场门店提升到店客流及离店生

意，加速门店库存周转。AIRPO的解决方案支持线上

商城、会员系统及资源管理系统三者打通。所以通过

旅客对航班信息、行李信息、综合交通等相关服务的

刚性的需求将机场旅客导流到线上商城购物，并通过

优惠券，最大限度刺激旅客在线上商城消费。

        突破机场营业时间的局限性：为用户提供时

时服务，并且24小时不打烊。

        突破机场空间的局限性：即使旅客完成了旅

行也可与机场商业保持链接，实现客流价值的可

持续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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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以客观数据和科学指标为基础的管理工作必将在根本

上改变机场商业的形态，实现真正的供需匹配，极大

提升消费转化率，最大化挖掘流量价值。在此基础

上，旅客候机时的体验也将大大提升，有利于机场的

服务满意度的提高。

作为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管理者，通过数字化实现资产

的保值增值是化解风险的最有效方式。首先，数字化

转型可以实现管理决策过程更加科学、透明，可从容

应对全面的审计；其次，多层次、多维度的风险预警

可协助管理团队积极作为，及时排除风险。

技术创新带来的是全方位变革。首先，以技术为代表

的先进生产力必将重塑机场商业的生产关系，为商业

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塑造新局面；其次，管理团队通过

引入和应用新技术将实现观念和能力的双重突破；最

后，智慧化的资源开发方式将最大化资源的商业价

值，并最小化运行成本。

1. 创新突破
以技术创新为切入口，实现转型升级 

2. 提质增效
精细化管理带来品质和效益的稳步提升

3. 风险管控
构建全局视角，及时预测和识别风险

机场商业

The effec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airport commerce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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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

埃尔坡AIRPO是一个以领先技术和丰富经验驱动行业变革的组

织，我们为机场行业提供数字化和传统咨询两大专业服务。

数字化方面，埃尔坡致力于提供观念领先、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

型解决方案，包括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运营和METAPORT三大类

产品；传统咨询方面，埃尔坡为机场提供以旅客为中心，融合商

业、人文景观、旅客服务等多场景的整体方案，提供的服务包括

机场商业战略、商业规划和委托招商。

关于

AIRPO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drives industry change with 

leading technology and rich experience. We provide 

two professional services of digita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onsulting for the airport industry.

In terms of digitalization, AIRPO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leading concepts and effect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lutions, including three categories of produc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operations and METAPORT;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consulting, AIRPO provides airports 

with passenger-centric, integrated The overall plan 

of business, cultural landscape, passenger service 

and other scenarios, the services provided include 

airport commercial strategy, commercial planning and 

entrusted investment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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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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