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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目的和建设目标 
 解决资源分散下的客户集群管理信息。 

 解决咨询与培训流程的标准化。 

 准确个性的客户关怀。 

 实时获取多层级的决策分析数据，客户信息实时汇总，终端可变化。 

 高效构建、灵活的功能平台。 

 严格的组织权限及审批流程。 

 减少大量手工录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弥补现有系统的不足，便于对学员进行细分管理，大力度挖掘客户潜在需求，

提高客户满意度，促进报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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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800APP 系统亮点和收益 

2.1 亮点功能 

2.1.1 市场活动管理 

·主动推送营销工具，大幅降低广告预算； 

·在线捕获商机，自动将潜在学员转为 800APP 业务机会 

·有效规划跟踪各类活动，实时计算营销绩效； 

·随需定制各种字段，标识特殊需求，细分学员群体，提升精准化营销程度。 

 

2.1.2 学员管理 

·通过审批更新、分配转移、自动提醒等灵活功能，管理从潜在学员到签订合同

的完整流程，“我的工作台”集中提供待联系学员等事务安排； 

·合同模块支持时间、课程、VIP 等各种合同类型，供机构随需组合销售； 

·根据地域、课程类型等条件自动向销售人员分配业务机会； 

·直观查看学员消费情况，自动变更学员等级、汇总各种数据； 

·数据查看权限严密，保障学员信息安全。 

2.1.3 学员跟进 

·入学测试成绩，阶段考试汇报； 

·各阶段学习成绩跟进； 

·学员信息反馈收集。 

 

2.1.4 收费接口 

·费用到期短信提醒； 

·交费历史查询； 

·学费优惠权限设置。 

 

2.1.5 课程管理 

·课表汇总和冲突检测功能实用贴心，大幅提升排课效率； 

·根据开/结课条件，自动提醒教室、人员等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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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时调整学员课程安排、相应课时及费用； 

·实时获得学员及教师关注的全部数据； 

·轻松定制全套教学流程，方便教学总监管理审批； 

·权限设置灵活完备，满足任何形式的配置要求。 

 

2.1.6 服务管理  

·学员课程、投诉等信息同步关联，自动匹对，及时发现处理问题； 

·逐步建立学员关系管理分析机制，高效维护，贴心关怀； 

·客服人员工作台显示未解决的学员问题单据，根据自定制规则自动发送学员提

示； 

·系统知识库存储常见问题解答，供客服部门随时查询； 

·学员可在线自助查看所有本人信息，降低服务成本； 

·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设置后台模块 

 
 

2.1.7 教学资源管理 

教育培训机构可以根据管理需求，结合强大的 800APP 自定制平台，精细管理教

职工档案、教材、教具等资源。 

 

2.1.8 扩展功能与外部接口 

·标准 Web Service 接口，集成 SAP、Oracle、用友、金蝶等各类 ERP 系统，实

现数据同步； 

·集成呼叫中心系统、签到刷卡设备等，提供高质多样的服务； 

·集成学校网站，自动捕获网站潜在学员信息，统一管理； 

·集成 Outlook、Word、Excel，离线环境使用无忧 

 

2.1.9 统计分析 

·为管理决策层实时提供 1×2 营销数据、学员消费情况、学员构成、投诉率、

转退班分析等运营关键数据； 

·销售漏洞分析，商机、成单率、成交金额、维护信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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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制查询视图、自定制报表/图表功能，实现数据搜集效率飞跃 

 

2.1.10 权限设计 

满足大型培训集团多层次多角色管理需求，更具备简明操作界面，帮助用户快速

上手。 

 

2.2 系统收益 
 

2.2.1 提高学员管理效率 

轻松管理潜在学员生成、跟踪、回访；合理安排课程，帮助教师加深学员状态的

了解，通过群体细分及个性化需求挖掘，不断加强关怀力度，提升客户口碑；有

效控制系统风险，提高销售预测准确度。 

 

2.2.2 管理流程标准化 

规范市场推广、咨询与培训等系列流程，形成直营加盟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学员服务品质始终如一。 

 

2.2.3 实时获取多层级决策数据 

满足总部集中管理需求，实时了解各分支机构情况；数据权限严密，调整灵活，

实时跨模块共享，实现各级部门、各地分校内外的信息高效率流转。 

 

2.2.4 构建高效灵活的功能平台 

按需定制，多语言版本，支持复杂商业流程的快速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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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育培训管理系统流程说明 
八百客公司对教育培训行业拥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对我国教育培训行业有很

好的适用性，必将为教育培训行业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为支撑

企业快速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总体应用架构如下： 

市场部 呼叫中心

课程顾问

合同教务客服

回访

校长

潜在学员 潜在学员

业务机会

1、班级管理（考
勤、停课、出班、

转班）

2、开班（新班、

学员进班、排课）

3、关班、续费

4、续开新班

升级

重复销售

800APP教育培训行业流程

开班学生管理：

1、等待排课

2、正式上课

3、休假

4、旷课

5、退课

6、结课

 
图 3.1 教育培训行业流程 

流程说明： 

（1） 市场部制定营销计划和市场活动，获得大量的潜在学员，把潜在学员批量

导入到系统中，分给 call center 进行商机过滤，根据客户的意向和客户的

所在地等把相应的潜在学员分配给相应的校区校长，由各分校区校长根据

规则手动或自动的把学员分配给课程顾问进行跟踪并转换到业务机会中，

在课程顾问与学员的跟进过程中，可能会邀约学员参加测试课程和DEMO

课程，并根据试课结果分析判断客户的意向程度，录入到系统中，如试课

成功，就与客户签订正式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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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同管理中，可以包含多个班级的情况，在系统中体现在“合同班级”

选项卡中，作为合同管理的子表。 

（2） 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的学员，由教务部门给学员安排班级，教师，课程，时

间等，并安排出课程表。在教务管理模块中主要包括：班级、课程表、合

同班级、学生考勤、学生请假、学生调课、教师考勤、、补课、结课等信

息。 

（3） 客服部或前台负责签约学员的考勤状况，如：正式上课，休假，旷课等，

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且定期的对学员进行回访。 

 

。。。。。。 

 

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免费客户服务热线：400-6267-800 

 

   咨询电话： 010-82486990/6260/6503/6586/3063/3033，010-62682129/2192  

 

    Email ：   kefu@800apps.com 或 peixun@800apps.com 

 

    传   真：    010-82486990-8238 

 

    邮   编：    100080 

 

    公司地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西区彩和坊路 8 号天创科技大厦 1308 室 

 

 

 

 

 

 

八百客（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