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月打造一款月销 50 万的

潮牌小程序

杜立刚@乐豆信息



增⻓长⼤大会（Growth Conference）是国内⾸首个以数据驱动增⻓长为主题的⼤大会，由新⼀一代数据分析公司 GrowingIO 于 2016 年年

创办。每年年 10 ⽉月在北北京召开主题⼤大会，次年年在上海海、深圳等地召开城市站⼤大会。遍布华北北、华南、华中、华东 4 个⼤大区，

深⼊入北北京、上海海、深圳等⼀一线城市。

点击图⽚片，了了解历届⼤大会：

2016 北北京 2017 上海海 2017 成都 2017 北北京 2018 上海海 2018 深圳 2018 北北京

1 分钟了了解 GrowingIO 增⻓长⼤大会

2019 上海海 2019 深圳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6-bj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7-sh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7-cd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7-bj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8-sh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8-sz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8-bj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9-sh
https://www.growingio.com/growth-conference/19-sz


获取更更多 GrowingIO 增⻓长⼲干货资料料

增⻓长电⼦子书 增⻓长公开课《⾸首席增⻓长官》



⽴立即体验 GrowingIO 数据分析产品

⽴立即注册，获取 15 天免费试⽤用

预约演示

⽀支持⽹网站、APP、⼩小程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https://accounts.growingio.com/signup
https://www.growingio.com/demo


版权声明

• 本次⼤大会 PPT/PDF 仅供您本⼈人阅读和学习，禁⽌止做其他⽤用途。

• 本次⼤大会的全部内容（包括但不不限于 PPT/PDF、⽂文字、⾳音频、图⽚片等）著作权均归⼤大会主办⽅方 GrowinglO

( www.growingio.com ) 所 有。

• 未经 GrowinglO 授权许可，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不允许转载、上传、推 ⼴广、发布本⽂文件以及其中任何内容。

• 感谢您的理理解，祝您学习和阅读愉快！

http://www.growing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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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乐豆信息/Beansmile

• 2013年创办

• 位于广州

• 30+团队成员

• 客户来自国内和美国、欧洲、澳洲

• 服务TripAdvisor，CK，机智云、

礼物说、盈米等国内外品牌

• Web/App/Wechat

乐豆

中国

世界

技术行业



杜立刚 aka Leon

• 2010年创办Beansmile并担任CEO，专注软件咨询以及社交平台开发服务，提供定制Web系统开发和

手机App开发，以及微信平台开发服务

• 客户来自国内及美国、欧洲和澳洲，服务过的品牌包括全球领先的社交旅游网站TripAdvisor、CK、喜

来登、Deluxe等国际知名公司

• 曾带领团队建立多个社交平台创建，协助10多家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社交电商，包括知识付费社交平

台724星球、理财基金社交平台且慢、 DC潮牌小程序、社交高端猎头Wowo、保健品电商Herbdoc等，

具有丰富操作社交产品技术的经验。

• 技术社区，珠三角技术沙龙，GZRuby，RubyChina。



趋势 - 技术

• 移动端的载体由App转向小程序

• App推广成本高

• 转化路径长，转化率低

• 开发和维护成本高



趋势 - 运营

• 平台流量难以获取

• 价格昂贵

• 被迫二选一

• 平台电商向社区电商、社群电商转移

• To B 厂家开始创建独立品牌

天猫
淘宝
京东
…

拼多多
每日优鲜
…



DC潮牌小程序



DC潮牌小程序

• 已经在平台电商中占据领先位置

• 2018设立独立品牌

• 2018年10月末正式上线

• 50万+用户

• 数百万交易额



DC潮牌小程序
功能概览

线上销售 活动营销 用户互动 自定义

页面

对接

第三方

系统功能

商品

商品分类

购物车

订单

售后

买家秀

会员体系

自定义组件

自定义页面

GIO

聚水潭

快递100

七牛云存储

螺丝帽短信

抽奖

优惠券

折扣

拼团

天气推荐

分销



DC潮牌小程序
系统架构图



DC潮牌小程序
小程序界面



DC潮牌小程序
后台界面



DC潮牌小程序
天气推荐

• 获取用户位置

• 反查该位置天气
• 根据天气推荐对应品类的服饰，

例如棉衣，卫衣，T恤



DC潮牌小程序
分销

• 普通用户可以直接分享赚钱

• 品牌官、形象官可以有更大力度优惠

• 规则可定制



DC潮牌小程序
分销

• 中心化分销：品牌官、形象官

• 去中心化分销：普通用户



DC潮牌增长实践



• 引流团队进行宣传带量

• 开发团队配合定制开发

• 增长分析工具进行定量分析

• 数据指导引流和开发

• 形成闭环

引流

落地分析

DC潮牌增长实践
概览



2018 年 10 月以来，与抽奖助手展开

长期合作，通过活动期宣传 + 优惠券

发放的形式，达到精准引流，拉动购

买的效果。

其中，配合店铺上新的抽奖推广，仅

一次投放，就实现了 1.4 万的用户新

增，下单量超过 300，高质量的完成

了转化与留存。

DC潮牌增长实践
案例研究 – 抽奖助手投放



DC潮牌增长实践
产品优化 -商品关键词搜索量分析

通过搜索关键词分析哪些类目更受欢迎，将热搜类目放首页展示，合理引流



DC潮牌增长实践
产品优化 - 商品详情浏览量

通过商品浏览量分析哪些单品更受欢迎，可将热门单品放首页展示，增加曝光率



DC潮牌增长实践
产品优化 - 首页模块数据统计

通过首页模块点击量分析，合理替换点击率较低的模块，更合理的选择曝光商品



DC潮牌增长实践
广告投放 – 概览

通过广告投放综合统计，对比分析不同渠道的引流情况，合理规划有效的广告投放



DC潮牌增长实践
广告投放 – 较差案例1

通过广告投放漏斗分析，更直观的展示各平台引流转化率，从中筛选出优质流量



DC潮牌增长实践
广告投放 – 较差案例2

通过广告投放漏斗分析，更直观的展示各平台引流转化率，从中筛选出优质流量



DC潮牌增长实践
广告投放 – 优秀案例

通过广告投放漏斗分析，更直观的展示各平台引流转化率，从中筛选出优质流量



DC潮牌增长实践
小结

• 使用 GrowingIO 优化产品

• 使用 GrowingIO 优化运营
• 使用 GrowingIO 甄别投放渠道



总结
小程序产品和运营心得

• 产品和运营深度结合

• 合理使用类似 GrowingIO 的分析平台事半功倍
• 小程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Thanks!

leon@beansmile.com



加⼊入 GrowingIO 学习增⻓长群

在社群⾥里里，你将收获：

1，全年年12场⼤大咖现线上分享（往期嘉宾包括：爱奇艺副总裁，阿⾥里里⽂文娱SVP，Herblink CEO 等）；

2，付费线下活动（增⻓长⼤大会，增⻓长沙⻰龙等）限量量赠票；

3，与各⾏行行各业的增⻓长⼤大咖共同学习最前沿的「硅⾕谷增⻓长⽅方法论」与「国内增⻓长实践」

扫描上⽅方⼆二维码，添加数三妹（ID：easydate2019）为好友，并发送【GIO】，我们将邀您⼊入群



关注 GrowingIO 公众号

获取增⻓长⼤大会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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