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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Manual of Yuedong Kangguo Stadium

做中国人  打中国球  筑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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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市场分析

国有体校

自行娱乐

连锁…

单体门店

行业占比预估

全国的专业选手2000人+业余体校30000
人，全国参与乒乓球一周两次以上，一次
一小时以上的8300万人，

一亿

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从数量来看，
我国居亚洲第一，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6
平方米，我国体育场地资源严重短缺

1.46m2

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
2014年乒乓球场达14.57万个，占8.87％；
乒乓球房（馆）4.87万个，占2.97％

14.57万
市场规模 Market prospect



1 公司介绍及品牌
Company introduction and brand



公司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悦动康乒乓创立于2016年，至今已有近5000名学员在训学生3000人，每年会有1000多名学员加入到悦动康
乒乓。悦动康摒弃了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了真正的“快乐乒乓”教案，围绕快乐乒乓打造出品牌特有的教
学体系。配合独特的“等级手环考试”既可以让小学员们在运动中收获进阶、健康、快乐成长，激发潜能，
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也让小学员们从繁重的课业学习中得到解放，激发对乒乓球的理解与热爱，并能够积极、
主动地去学习和领悟，传递“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正能量！同时让每个家庭融入与互动，真正的体会到乒
乓球带来的乐趣，做到“人人皆可乒乓”。



发展历程 CompanyHistory

2010年：中关村体育乒乓球俱乐部（中关村中学部）成立，我俱乐部教练被聘任为中关村中学乒乓球校队主教练。
2011年：中关村体育（海淀万柳部）成立运营同时负责中关村三小乒乓球队培训，受到校方好评，“快乐乒  
               乓”思想初步成立。
2014年：中关村体育正式更名为北京悦动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同年第一届“悦动康杯”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
2015年：悦动康体育朝阳东坝部成立运营，同时负责奥林匹克实验小学和五色花乒乓球俱乐部培训，受到校方评 
            “快乐乒乓七级”考试正式成形。同年，北京悦动康成立营销部门和网络部门并正式成为全国乒乓球
               考试试点。
2016年：悦动康体育东城171中学部成立并运营，同时负责171中学校队和俱乐部乒乓球培训工作，同年缔造招生
               140人的教育奇迹。同时，“快乐乒乓”教案形成并深入人心。同年举办“爱·由您起航”活动。
2018年：悦动康体育三里屯校区、望京校区成立开始运营，悦动康等级手环、月积分赛开始落地，并加入了实战    
               课、精英课、金牌教练课和体能课激发能量、快乐乒乓；
               悦动康正式和奥运冠军王楠女士旗下国球社公司合作，悦动康加入北京乒乓球协会团体会员，悦动康被 
               评为北京市最受欢迎的乒乓球俱乐部。
2019年：悦动康体育常营天街校区、地坛校区、百子湾校区、东坝嘉品店成立开始运营，特邀奥运冠军马琳先生  
               到店参观指导，悦动康成为首都体育学院就业指导基地，悦动康被评为最后欢迎的乒乓球俱乐部。
               悦动康与国家青少年联合会举办《2019年全国体育青少年冬夏令营》参与人数5000+并登录BTV栏目。





全面发展
All round development

勇敢的心
A brave heart

以体育人
Sports man

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家庭文化
Family culture

教育理念 Educational concept



悦动康乒乓球（连锁）俱乐部

北京悦动康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旗下重点产品，在北京目前有7大直营连锁校区，分别为常营校区、地坛校区、东坝校区、

三里屯校区、171中学校区、百子湾校区、后沙峪校区，目前在训的学员有3500人！

校区介绍Campus introduction



” ” ” ”乒乓球是一种全身运动,
长期锻炼，适合全龄段
对人的心肺功能具有极
大的好处，还能增强免
疫力，调节人的情绪，
令人心情愉悦，性格开
朗，缓解压力，培养高
尚人格。

对于成人经常参与乒
乓球运动有益于益寿
延年同时又是技术和
战术完美结合的典型。 
从健身的角度而言，
乒乓球运动对场地和
器材的要求不高，且
简单易学。

国务院46号文件将全民健
身上升至国家战略;
北京市乒协第八届会员代
表大会提出竞技体育和群
众体育两翼齐飞的目标;
乒乓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特别是在奥运冠军辈
出的首都北京。

放下手机一起乒乓项目创立
的主旨是传播新型亲子运动
启蒙理念，倡导家长和孩子
一起运动起来，改善亲子关
系。项目发起人王楠邀请了
刘国梁、马龙、刘诗雯等国
家乒乓球队教练员、运动员
通过视频鼓励小朋友多打乒
乓球。

品牌介绍 Brand 
introduction

少儿、成人培训 成人娱乐 比 赛 亲子活动



悦动康联合庞勃特智能AI
机器人，推出了庞伯特®
陪练机器人与发球机器人，
使传统运动+新科技碰撞
出新的火花，为乒乓球运
动打入强心剂

品牌定位 Brand positioning

悦动康2020年全新推出
“家庭式乒乓球”全新理念，
是训练中家长不在乏味，学
员可以在统一平台上和父母
共同经济，也为家长提供陪
同孩子的平台

“做中国人  打中国球  筑强
国梦”悦动康推出的企业文
化，希望学员们和家长们可
以可以在打球的同时可以感
受到“国球的”风采

新科技
New technology

新定位
New positioning Chinese pride

中国骄傲



所谓轻奢，实际上是以极简约为基础，通过一些精致的软装元素来凸显质感，同时也浓缩着意想不到的功能与
细节，从而彰显了一种高贵品质的生活方式。

定位是儿童乒乓球馆，所以在轻奢简约风格

中，又融入了童趣性与品牌形象感的体现。 

SI设计理念 Brand positioning

设计理念——轻奢中国风



红色的使用，营造一种中国风的感觉。
整体设计体现运动，童趣，及更具品牌识
别度。

视觉效果



功能性：背景墙L O G O 展 示 ，前台办公，水吧台区域，零食售卖区，器材售卖区。



结合亲子运动并符合LOGO主题色让VI整体呈现出和谐颜色并相互包容，也体现出了。
健康、快乐、幸福。

VI设计理念Brand positioning

节约用水 从点
滴开始



2 课程介绍
Course introduction



课程理念
悦动康乒乓，乒乓球乐园结合Tenacity（坚韧）， struggle（ 拼 
搏 ），Respect（ 尊 重 ），Braveheart（ 勇 敢 的 心 ），Strong  
physique（坚强体魄），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 All-round 
development（全方面发展）七个关键细节要素，围绕乒乓球和儿童
体能拓展训练两大主体，根据少儿身心发展特点，设计七个等级项拓
展训练项目，整体项目分多层，由简单到困难，层层递进，每一层都
有多个训练项目，且不断发展更新，常玩常新。 在游乐、玩耍过程中
不仅锻炼孩子的体力、耐力，而且培养孩子果敢、坚强、自信、协作
等综合能力，从而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绽放潜能，赋予未来
“好成绩不光靠脑力，也要靠体力”。为您的孩子选择一项能够陪 伴
TA终身的运动，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课程理念 Curriculum idea



200% 70% 100% 300%

家庭式乒乓球为解决家庭
亲子关系而诞生，孩子们
上课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在
周边球台上课。收益翻倍

全新定位
悦动康根据乒乓球培训特
性，设定“三位一体”薪资
标准，有效的控制薪资，
提升毛利率，可达到70%

薪资构架优势
悦动康通过10年摸索，找
到高效训练方式，不仅可
以提升教学质量也可以让
孩子们在快乐氛围中上课

快乐乒乓教材
悦动康联合上海新松庞伯
特机器人。配套乒乓球打
球机器人，不仅代替教练
发球成为亮点，提升流量

新科技加入

悦动康课程体系优势



成人专训课程

一对一课程

在对应等级考试的同时，一对一式
作为专项技能提升机快速掌握技能
技巧而研发出的一套课程体系，针
对性授课，学员专注度及教练专注
度要有一定要求，我们在此处也增
加了对教练的专项技能训练。

大课课程

主要针对新入学的同学，从基
础开始学习，以基本动作和多
球为主，让孩子们更快的巩固
基础动作。

主要针对成人乒乓球爱好者，对
技术提升有一定的要求，或者通
过专项训练达到赛季水平开放。

亲子课程

主要针对家庭或者好友一起学习
乒乓球，即可是精简的小班课又
可以是增强乐趣，可以选择一对
二，精简的课程可以提供学生的
大量击球，但不如一对一的击球
数，也不如大课的趣味性强，而
且需要自己的组队同学，所以可
以针对选择。

课程介绍Course introduction



代表热爱

代表危险代表回味

代表追寻

40课时参加
二级考试

2级

10课时参加

一级考试

1级

3级

100课时可
参加三级

4级

160课时可参加
四级考试

5级

260课时可参与五
级考试

6级

400课时可参加六
级考试

7级

700节课可参与七
级考试

七级等级手环考试

悦动康独创7级等级手环考试，让孩子们可以在比拼中成长，每个月一次等
级手环考试不仅增加学员水平并且提升了收益，增加学员粘性，每个级别
配合上课次数喝对应的意义，可以更好的把握学生上课进度及质量，并配
套等级尊享，让孩子通过之后更有胜利感，提升信心。

代表空白

一级

二级

代表天空 代表兴趣

七级

三级

四级

六级



3 加盟优势及保障
Advantages and guarantee of franchising



客服 
系统

供应
链

培训 
支持

督导 
体系

开发 
选址

工程 
营建

品牌 
营销

课程 
研发

核心支持体系

核心支持Core support



利用战略合作商业资源的优势，

协助接洽当地商业，并对所选

地址进行全方位评估指导。进

行周边环境评估、与异业合作

伙伴提前预热，将市场活动提

前安排介入。

选址支持 Site support



27个百货及购物中心品牌1790个商场购物中心

万达购物中心、华联集团、银座集团、凯德商用、百盛购物中心、银泰置地、新世界百货、百联集团、金鹰购物中心、深

圳茂业、乐都会、天虹百货、银泰百货、大悦城、世贸百货、苏宁广场、远洋地产、宝龙地产、吉之岛、大商集团、华堂

商场、金鹰百货、 武商集团、华茂城、万象城（华润）、河南大商集团、山东利群集团、名嘉集团等；

18个商超大卖场品牌1816家超市

家乐福、沃尔玛、大润发、Tesco乐购、佳世客、华润万家、好又多、永辉超市、卜蜂莲花、天客隆欧尚、新一佳、人人 

乐（沃尔玛）、步步高连锁等；

10大影院品牌620家影院

万达院线、CGV、星美院线、华谊兄弟影院、橙天嘉禾影院、金逸国际影城、耀莱成龙影城、中影、保利等；

全国城市社区分布及及核心院校资源

选址支持 Site support



全国部分战略合作商家



01

立项

02

测量

03

效果图

04

施工图

05

进场
施工

 
Ø 从店面设计到店面施工由公司总部协助加盟商统一完成（可申请自装）

Ø 从施工图及施工报价确认后开始进场施工，工程监理实施指导、监督与验收

营建支持 Construction support



以经营落地性为导向
的教学资源

运营标准化管控
体系

总部经营及技术
督导体系

线上线下支持提
供高效营销计划

五大运营系统手
册让生意不在难

多方位进阶培训
体系

明星阵容教学研
发团队

Alliance support
运营支持运营支持 Operation support



知名品牌合作
according to your need to draw the 
text box size

according to your need to draw the 
text box size

媒体曝光平台
according to your need to draw the 
text box size

人才储备资源
according to your need to draw the 

text box size

品牌知名度

核心优势Core strengths



合作单位：北京市兵乓球运营协会认证

合作院校：首都体育大学＋北京体育大学

固定为悦动康输出专业乒乓球精英教练队

悦动康乒乓合作企业平台
YDK CUP The fifth session Of Organization



4 特许经营模式
Franchise model



授权模式

        授权区域             授权内容      授权期限

单店授权
以指定城市的约定地址进行授权， 

并给与一定的保护区域。
有权自行开设并经营一家悦动康
国球馆。

3 年
（合同到期可展期）

区域授权
以城市为区域进行独家授权（包

括 该城市行政区域内所辖各区县）

有权自行开设经营若干家悦动康

国球馆，有权再许可他人开设经

营若干家悦动康国球馆。

5 年
（合同到期可展期）

授权模式

Authorization mode



认同悦动康企业文化，经营

管理理念，愿意共同成长

具备 30 万以上资金，较强风

险承受能力

认同特许经营加盟连锁的管理

模式

长期投入，具备创业精神和

长远的发展潜力

理解教育培训和零售行业的运

作模式，具备良好的商业意识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具备一定的人员管理 餐饮/ 

教育 / 零售行业管理经验者

为佳

重合同，讲信誉

投资者 + 经营者
加盟条件 Join condition



Joining 
process

加盟流程

1

项目
了解

2

意向
申请

3

评估
审核

4

预约
考察

5

参观
洽谈

8
9

落位
评估

11

驻店
开业

12

运营
管理

9

装修设计 

人员招募

7

7

协助
选址

10

培训
策划

6

合作
签约



名称 标准店
（150㎡起） 备注（单位：万元）

加盟费 8
总部将加盟店特许经营权授予加盟者，并许可加盟者使用商标标识及经营技术资产，
产品配方和工艺等，由加盟者一次性支付的费用，合同期限为3年，无违约无费用续

约。

保证金 3
确保加盟商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相应责任，遵循甲方各项规章制度
流程，向总部交付的费用，合同期满后不续约且无违约/无欠款，保证金全额无息退

还。

特许权使用费 9% 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使用特许经营权而定期持续向甲方缴纳的费用、甲方在经营
指导、服务和课销上提供的持续支持，按照课销的实收9%计算。

营建费用参考 10
营建费包含：自装和公司统装两种，自装修需从总部统一采购部分装修模块道具、
灯具以及定制家具。具体费用因地区和店型的差异而不同，以店面实际情况预算为

准。装修参考价约500~700元/㎡

教具设备费 1.5  总部提供统一的教具、教辅等费用

设计费 0.5 由国内一线设计团队，打造引领国际化的空间设计（包含平面图、效果图、施工
图）。

前期房租 9 一般场地租金在3万/月，季度交纳。

投资预估 32 包含加盟费、保证金、营建费、教具设备、设计费、前期房租的建店总投资预估。

单店投资预算
investment budget



悦动康品牌单店投资回报预估
单位/万元 启动金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营业额（月） ￥9.00 ￥12.00 ￥16.00 

营业额（年） ￥108.00 ￥144.00 ￥192.00 

加盟费 ￥8.00 ￥8.00 

教具、教辅、设备 ￥1.50 ￥2.00 

营建预估 ￥10.50 ￥10.50 

门店全套设计费 ￥1.00 ￥1.00 

特许使用费 9%课销 ￥0.65 ￥0.86 ￥1.15 

房租 ￥9.00 ￥36.00 ￥40.00 ￥43.00 

人员工资（9） ￥0.00 ￥38.76 ￥41.28 ￥44.64 

水电 ￥0.00 ￥2.40 ￥2.80 ￥3.20 

物流费用、手续费用、维护费等 ￥0.00 ￥1.20 ￥1.30 ￥1.50 

成本（年） ￥30.00 ￥100.51 ￥86.24 ￥93.49 

纯利润（年） 163.756 ￥7.49 ￥57.76 ￥98.51 

回收期（月） 11个月左右收回前期所有投资并开始盈利

三年总利润 保守计算不低于：163.7万（7.49+57.76+98.51）

注：上述投资回报额预估值会因加盟商管理投入度、城市商圈及店面的实际状况而异，会有不同变化，不能作为单独参考依据。

单店投资回报
Return 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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