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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心化必然走向衰微，分布式必然得到发展

l关注点从渠道、产品转向用户

l开始进入“公司没了”的时代，作为个体如何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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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心化必然走向衰微，分布式必然得到发展

l关注点从渠道、产品转向用户

l开始进入“公司没了”的时代，作为个体如何安身立命？

l1、专业化生存；2、分布式职业（多重职业）

发起背景



l数赞sz.cn分布式体现在哪儿？

l用户增长运营体系体现在哪儿，如何做好私域流量？

l为什么说数赞是最好的第二职业或者是事业？

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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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赞是什么？



数赞是什么？

l 上海数令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

l 公司95%以上是产品技术和运营人员。核心团队来自于世界500

强等国内外知名公司，包含美团点评、阿里口碑早期成员，区块

链架构工程师，社群资深运营等。拥有本地生活行业、社交电

商、区块链技术等深厚背景，致力于满足现实世界的真实商业需

求。

l 公司以“ ”为使命，引领实践“分布式商业”。

l 拥有 ，“ ”、“ ”商标。

l 外部众多的参与者

l 数赞资质：help.sz.cn/8449/2e17



数赞是什么？



去中心化运营 社群节点治理

l 数赞基于“ ”理念搭建的分布式协作网络，

为商家、用户、自由职业者、专业合伙人等提供一套完整的的运营服务体系。

l 旗下产品“ ”

是一款方便好用的分销工具，商家可以用数赞小程序搭建自己的分销体系，变用户为员工，大大提高运

营效率，1000多家客户的效果保证！

l 旗下产品“ ”

可以快速帮助商家免费建设自己的私域流量运营体系，两个月从拉新、裂变、转化建设万人微信社群。

数赞小程序配合社群，效果显著！

数赞能做什么？



数赞已经做了什么？



社群威力 势不可挡

l 上海齐乐汤（南桥店）于2020年10月盛装开业，期间

在几个知名团购平台同步上架了钜惠酬宾优惠活动，

也花费了不少的广告费，但收效甚微。这些平台并没

有给商家带来很好的引流作用。在此背景下商家经介

绍了解到数赞，选择用数赞工具于2020年12月1日重新

开启。期待基于数赞去中心化的运营思路，最终实现

平台的社会化运作，流量的私有化运营。最大程度的

降低获客成本和平台运维成本并保证商家对消费者的

直接管理。

l 本次活动的目标在2个月内建成10—15个社群，社群

人员总数5000人，通过平台自带的分佣考核机制实现

社群的社会化自主运作。一年内优质社群人数2万人，

发挥强劲的导客能力。

l  实际操作中，在数赞、上海齐乐汤、各群管理员的联

合努力下，第一天就超额完成了招募引流目标，且当

天就实现了转化销量！实现了本次活动的开门红！



社群威力 势不可挡

活动启动2天由于顾客的参与极度热情，裂变人数已达到1万多人，原计划8号结束的活动，

不得不提前结束。



市面上有很多带分销功能的小程序，

也有一些私域流量网站是做代运营的，

但是！

真正将分销工具、运营方案和落地执行结合的

只有数赞！



（有1000多个商家在使用数赞做自己的私域流量运营体系。有的商户已经利用数赞做了30000多的用户

池，5000多个推广达人，每个月不用花费一分钱的营销费用，销售额还能翻一倍）

（部分BD的月收入已经超过10000元，还在持续增长。）

数赞已经做了什么？



核心共识

社区共
治

数赞

愿景

数赞共识与愿景

：分布式商业，参与者共赢，未来所有的分布式社交电商都离不开数赞

：关系自由，适应性强，效果持续，目标统一，利益共享

：数赞BD，数赞商家，数赞团长，开发者及用户，专业运营/设计/策划/顾问

：模式和产品坚持去中心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社区建设坚持平等、自由、开放、真实、共治、共进、共赢

：（1）80%以上的商家都选择数赞的模式

                         （2）最大和最重要的专业化自由BD社区

                         （3）价值回归其创造者，形成最大的分账和协作体系

                         （4）要做一个分布式网络，而不是一个企业或者公司

                         （5）无数人协作起来，在没有中心的情况下，自由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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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赞BD介绍

l BD是数赞协作网络里的最重要参与者，是商家和数赞之

间的纽带。也是未来最大的受益者！

l BD通过拓展商家免费使用数赞，帮助商家使用好数赞，

参与长期收益分成。

l 1、商家销售长期分成：商家使用数赞小程序，上架的每一款活动都

会设置一个营销佣金，BD分成为营销佣金的20%。

如：商家一个活动售价100元，其中设置了20元佣金，则每单BD可获得

20*20%=4元佣金，如此活动销售了1万份，则BD可获得4万元BD佣金。

另一个活动售价也是100元，但设置了10元佣金，则每单BD可获得

10*20%=2元佣金，如此活动销售了1万份，则BD可获得2万元BD佣金。

l 2、推荐躺赚20%：推荐好友成为数赞BD，若他赚10000元，你可得

2000元.好友成为数赞BD合伙人，若他拿10000股期权，你可得2000股。

l 3、其他收入：主要是达人分佣，拓展一个商家，将会增加不少团队

成员。以及数赞BD支持方案的各种奖励！

l 4、合伙人收益：开通10家商户，即可成为数赞合伙人，抢占数赞千万

股权奖励！



数赞BD自动化分账



BD要做什么

好友成为BD

l 分享赚

l 开拓更多商家，成为数赞

l 在数赞体系中思考自己的其他价值，延伸其他角色

l 拓展10个商家免费使用数赞，即成为数赞合伙

人。所赚佣金按照1元兑换1股数赞期权进行免费

兑换，共计5000万股，兑完即止！



如何开通数赞BD权限？



开通BD权限

关注数赞公众号可以接收到开户流程提醒 



数赞BD后台

l 只有BD才能登陆BD后台

1、数赞小程序直接登录：

l 进入数赞小程序→点击“我的”→右上角

登录BD后台

l  #小程序：数赞 

2、数赞公众号登录

3、 电脑登录bd后台：bd.sz.cn



数赞BD后台-邀请商家



数赞BD后台

BD后台功能预览
名称 具体功能

商户管理 商户列表、新建商户、新建门店、新建活动、导出佣金表
账单管理 账单列表、今日到账、待结算、已到账
入驻申请 管理推荐BD、商户入驻申请



BD权益



数赞为商家带来的价值



数赞为商家带来的价值
案 例 说 明



如何拓展商家？



数赞帮助中心

l BD： 

help.sz.cn

l商家：

 how.sz.cn

相关素材文案、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

我们都总结放在数赞HELP里了，

大家可以在上面查看



数赞公众号



l数赞sz.cn分布式体现在哪儿？

l用户增长运营体系体现在哪儿？

l为什么说数赞是最好的第二职业或者是事业？

头脑风暴



成为正式BD后……

• 正式BD群
• 专属后台及权限

• 技能培训
• 工具支持

• 合伙人利益



数赞BD后台-邀请商家

l 推荐BD，躺赚20%



数赞BD后台-邀请达人



数赞BD后台-邀请BD



数赞商家专属后台

一、“数赞商家”微信小程序 二、数赞商家网页端 (sj.sz.cn)

数赞商家网页端预览介绍

数据中心 经营总览、对账单、令牌核销

活动管理 新建活动、活动列表、可代理活动、已代理活动、发货列表

运营活动 必备活动、限时活动、多人拼团、循环秒杀、抽奖、福利发
放

企业微信 企业微信群方案

门店管理 新建门店、门店列表

成员管理 运营成员列表、门店成员列表、商铺设置、转让超管、加群
码设置

“数赞商家”小程序功能简述

审批
扫码核销、手动核销；

管理、审批产品活动

发布 新建活动、编辑活动

代理 全部、已代理、已过期

我的

查看销售情况、运营情况

运营和门店人员管理

网页端提示；账号管理

l 网页版主要进行活动编辑发布，其余常用功能都可以在“数赞商家”小程序操作。

l 登录商家后台先修改密码，并设置好相应人员账号以便其登录核销、上架活动等。

l 开始新建门店、新建活动，让你的店铺尽快展示给用户吧！



设置人员

角色名称 定位 功能 可登录后台

超管 商户负责人 所有功能、拥有最高权限 数赞商家网页版及数赞商家小程序

运营人员 负责活动编辑 编辑功能 数赞商家网页版

店长 门店成员 核销、查看店内经营数据、贡献值兑换、
打印机设置、管理门店人员

数赞商家网页版及数赞商家小程序

收银 门店成员 核销、贡献值兑换 数赞商家网页版及数赞商家小程序

在数赞商家网页版和数赞商家小程序后台

均可设置不同角色人员，进行活动编辑和核销



数赞商家后台

l 一、“数赞商家”小程序

l 操作指南： https://help.sz.cn/c1d8/8ebd

l 二、数赞商家网页端 (sj.sz.cn)：

l 操作指南：https://help.sz.cn/c1d8/b7b4



数赞商家介绍

https://help.sz.cn/c1d8/9920

• 多种形式：同城到店、电商配送

• 引流裂变：社群运营、私域流量方案，长期可持续用户运营

• 活动转化：限时优惠、秒杀、定时循环活动、继承销量、多份起购

• 异业联合：支持商铺代理、分享达人共享

• 营销工具：分销、直播、拼团、抽奖……

• 复购运营：商铺贡献值积分活动、团长积分、团队排名

• 用户沉淀：支持商家福利群引导、公众号配置、企微方案

• 数据看板：数据可视化、多场景展示、经营及销售数据分析

• 后台管理：专属商家后台、多端支持

• 多角色设置：支持商家超管、运营、店长、收银等多角色人员及功

能设置

• ……



核销可配套扫码机



数赞BD

• 时间自由、方法简单、长期受益、提升能力、掌握主动

• 不管你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还是正在找工作。数赞

BD都可以是你第一或第二职业的首选。

• 了解数赞模式，尽快开通你的首家商户，加入正式

BD，掌握更多先进理念方法，获得更多拓客渠道！



数赞商家

商家开通后，BD应该联合商家做什么？

• 扩大社群

• 招募团长

• 上好活动



欢迎加入数赞

参与、引领、见证分布式商业

• 最有效的私域流量运营方案，最全面的私域流量

运营工具，都属于你——数赞BD！



谢谢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