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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芊芸

GrowingIO 数据分析专家 & 高级产品经理

• 毕业于University of Maryland，工作经

历包括：全球顶级咨询公司，参与大型央

企数据运营管理咨询项目；行业前10互联

网金融公司，落地贷款产品数据化风控运

营体系。

• 在GrowingIO, 研究过上百个产品的用户

行为数据，提供增长、产品、运营的策略

建议；现在负责GrowgingIO小程序产品

线，为小程序开发者数据化增长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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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程序这半年：机遇和挑战



小程序是互联网下半场的重要战场

2亿+日活 100万+个
小程序

5000+
小程序第三

方

第三方移动商店：231万款APP，苹果商店中国区，183万款APP

工信部2018年4月数据

7月微信公开课数据

人均打开次
数：4次



微信近半年的小程序动作

• 小程序组件能力开放：小程序插件

• 广告获客能力：微信广告全面支持小程序

• 流量主：7月，小程序广告组件全面开放

• 生态型运营能力：小程序、小游戏、共众号三者间互相跳转的能力开放并且逐渐增强

• 多场景：更多入口：任务栏我的、品牌品类搜索；平板适配；9月加入“功能直达”；附

近小程序的服务分类。

• 触达：模板消息推送、订阅消息入口、群动态消息

• 性能：分包加载、性能测试

• 特点功能：我的购物单

获客、留存、变现能力逐渐增强，支持产品性能提升。



小程序各细分行业竞争激烈

游戏 购物 图片摄影 生活服务 工具内容资讯 视频

Q2~Q3前两位较稳定
小程序数量增长迅速

3-5位 Q2~Q3轮替

4月数量：
100+

7月数量：
2000+

用户量排名前几的小程序细分行业

留存：
10%+



小程序开发者在关注什么问题

怎么提升留存？用户留存
关键因素？

小程序获客常见场景&方式 怎么能提升转化？

怎么全面的衡量小程序获客 转化流失在哪里？

找到转化流失用户再运营分享裂变

GrowingIO对现有用户的调研



基于用户价值，驱动小程序增长
在抓住流量红利的同时，要关注深耕微信生态和小程序产品的适配性，把握用户使用特点和

用户需求，做好价值链接，建立用户价值和体验的壁垒，保持产品持续可增长的潜力和能力。

留存

激活/转化

推荐

变现

获客

RARRA

做更有质的推广

研究用户价值

深入思考分享



2.产品价值：量化和评估产品的用户价值



通过什么来量化和评估功能的用户价值

全部用户非常少用户 部分用户 很多用户

很少重复使用

使用频度一般

每次都使用

使用频次
比较高

用户覆盖度

功能的留存率



用户核心价值设计的怎么样？

追问自己几个问题:

• 目前产品的用户核心价值，是一个会有产

品市场匹配的价值吗？

• 怎么维持这个竞争优势？

• 关于这个用户核心价值，是否有足够好的

设计机制，使目标用户有留存行为？

低 高

高

实施这个
行为的吸
引因素

用户的
动机

用户实施的能力

目
标



案例

某小程序从功能活跃度来看，主要是抽奖和内容；
通过留存，用户价值集中在抽奖和内容功能

• 内容

• 社区

• 抽奖
• 购物

活跃用户覆盖度 7日留存 30日留存



3.分享获客



关注分享的触发动机
红包、奖励

邀请进入社区

内容详情

游戏化

拼团直接设计的机制

用户自身需求
（衍生的产品需求）

产品功能

拼团、红包、砍价

复活、奖励、道具、积分

社交需求社交需求

自身沟通需求
分享信息
节省时间等等

展示（展示自己，获得认可、归属，竞争）
创建社交语境场景 （需要他人社交等等）



微信：分享病毒系数，很容易>1

• 通常情况下，在APP和web端，除了较为早期的传播性产品，很多产品的
病毒分项系数，是很难做到>1的

• 小程序电商、小游戏、工具等等，相对成熟的产品，也有很多的病毒系数
做到>1

*病毒系数=接受邀请成为新用户的数量/发起邀请的用户数



微信生态下，一定要把分享当成优先级 高的获客场景

• 分享完成信息不在返回

• 群信息等不能再获取

• 诱导分享规则判断更加严格

• 一旦发现诱导分享等，直接封禁

• 天然社交关系

• 微信流畅的体验支持

• 多入口场景支持

• 搜索：多少好友使用过

小程序分享的优势 小程序分享限制开始收紧



多创造和叠加不同的分享机制，测试不同机制

红包、奖励

邀请加入社区

内容详情

游戏化

拼团

产品功能

社交需求

获客量
（拉新、
召回）

核心转化
用户价值功能触达 留存 再分享

直接设计
的机制

用户自身
需求
（衍生的
产品需求）

社交需求



关注你自己用户中的大V, 做好运营

分享

一度分享
二度分享

三度分享

2个用户

X个用户

M个用户



谁能在好友关系中带来更多的新用户

分享带来的新用户



谁能帮助你激活更多的活跃用户（留存）

分享带来的活跃用户



分享带来更多的好友，促活机制显著

某个购物类小程序，没有特别的红包、拼团等机制，1个月内进
行过分享的用户的周留存曲线，明显高于整体的；

促活留存，提升广告变现、购物变现等，提升用户的LTV



4. 全方位关注你的获客 ROI



全方位关注你的获客 ROI

LTV分享 分享新增渠道

A

B

C

拉新 成本 转化



全方位关注你的获客 ROI

渠道

A

B

C

拉新 分享新增 LTV 成本



怎么在你整体的产品矩阵中定位小程序

• 互补而非移植

• 多端意味着多触点，多端多触点来触达用户

• 根据产品矩阵价值，创新出适应微信碎片化、重分享的能力

PC、M站 web 移动App端：iOS | Android

微信内嵌页（服务） 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新品发布

• 1.接入SDK，无埋点+埋点，全量实时采集用户使用数据，快速定义事件
• 2.支持全量渠道分析，完整分析获客ROI
• 3.精细化分析，支持事件、漏斗、留存分析等，并且可进行多维对比和用户群对比
• 4.支持全量路径流分析
• 5.完整分析“分享”获客
• 6.小游戏统计预置模板

1 2 3 4 5 6



支持实时快速定义用户事件，定义即可使用



转化页面全路径流向
全量采集，了解用户真实的摩擦场景，不会因为漏埋等原因，发现不了路径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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