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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报告主要采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并结合艾媒咨询自有的用户数据监测系统及北极星统
计分析系统等。

• 通过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网民进行深度访谈，了解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研数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政府数据与信息

 行业公开信息

 企业年报、季报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根据艾媒咨询自身数据库、北极星统计分析系统和草莓派调研社区平台（Strawberry Pie）的相关数
据分析。

• 艾媒北极星：截至2017年6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7.65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
监测。

• 面向全国针对各领域征集优秀案例企业进行中，详情可咨询research@iimedia.cn 。

mailto:详情可咨询alex@ii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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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半年中国移动应用商店市场动态

360手机助手、应用宝相继上线个性化智能推荐功能

360手机助手于2017年第一季度正式发布的新版本主打个性分发，为不同年龄、

性别的用户群体定制专应用商店，根据用户特性及偏好，个性化推荐APP。应用

宝7.0则完善模糊搜索和内容外显功能，将单纯的APP搜索器升级为需求和服务

搜索平台。同时应用宝同样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千人千面”浏览体

验。中国移动应用商店市场个性化竞争进一步打响。

腾讯起诉OPPO流量劫持

6月，OPPO应用商店因类似干扰腾讯手机助手安装的行为被法院判定构成不正

当竞争，责令OPPO停止侵权行为，并责令武汉一家经销商暂停销售OPPO手机。

苹果应用商店下架大批应用程序

6月，苹果在短短两周内就撤下了58000个应用程序，苹果称此次评估并移除不

能在App Store上发挥作用、年代久远或是不符合审核规定的APP目的是确保提

供最优秀的APP和游戏，保障用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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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联盟发布“可信应用商店服务评估”

7月25日，工信部指导的“2017可信云大会”召开，会上公布了“可信应用商

店服务—用户数据和权益保护评估”结果，豌豆荚、360手机助手、应用宝等头

部应用商店均入榜。

百度手机助手提出2017年轻化战略

百度手机助手宣布主打年轻化品牌战略，其将从游戏、明星、二次元等维度整

体重新定义APP分发商店发展方略，将目标人群精准为30岁以下的年轻一族，

聚焦年轻、好玩、有趣、游戏等重点垂直领域。

阿里应用分发推出“积木计划”扶持精品游戏

7月，在阿里巴巴游戏生态发布会上，阿里应用分发宣布推出针对精品游戏的项

目“积木计划”，积木计划瞄准了精品游戏市场，将以优质内容连接玩家和开

发者，为用户侧提供内容化和精准化推荐，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为开发者侧

加强用户反馈，帮助开发者获取和沉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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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商店市场进入存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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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第三方移动应用商店活跃用户规模达4.59亿人，

增长率与上一季度持平，保持低速增长。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流量红利的消退以及近年来移动

应用商店向大流量平台分发流量的趋势，第三方移动应用商店的活跃用户规模增长将趋于平缓。未来各应用商店

将开拓新的流量入口，并更加专注于对现有用户流量的转化，提高流量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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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T四强格局稳定 360手机助手领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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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阿里应用分发数据仅为豌豆荚与PP助手活跃用户数据。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2017年第二季度第三方移动应用商店活跃用户分布中，

360手机助手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活跃用户占比42.7%，应用宝和百度手机助手排名稳定，以34.2%和

24.3%分列二、三位。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过去的半年中，移动应用商店市场暗流汹涌，各第三方应

用商店厂商谋求个性化发展以与其它厂商加以区别的同时，还要与硬件终端厂商应用商店作流量的竞争。

2017H1中国第三方移动应用商店活跃用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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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荚用户粘性指数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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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中国第三方移动应用商店用户黏性指数排行

注：应用商店用户黏性指数根据应用用户日均浏览量、日均启动次数、日均浏览时长、日均应用下载数量综合评分所得。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豌豆荚以8.7的粘性指数在2017年上半年中国应用商店用户粘性

指数排行中居于首位，360手机助手和应用宝紧随其后。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市场普遍进入存量市场的

情况下，高活跃率、高使用市场的用户对应用的价值贡献越趋提高。豌豆荚凭借精准推荐的大数据基础、齐

全的应用品类、优质首发内容等资源基础为用户带来良好体验，实现应用较高的用户粘性。在第三方应用商

店与手机厂商自营应用商店日趋激烈的当下，第三方应用商店应充分发挥良好产品体验的竞争优势。



90后成应用下载主力，应用商店主流用户年轻化

数据显示，90后用户在2017新上架应用下载群体中占比89%，在月均下载个数和月均下载率上，均显示出90后

取代80后成为新一代APP下载主力。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这是由于80后用户APP使用需求及习惯相对固定，

APP下载需求较小，而90后群体更愿意尝试新事物。应用商店用户年轻化的趋势，正推动各应用商店迎合90后兴

趣在分发方式、用户体验、主打产品战略等方面转型布局。

90后用户在2017新上架应用下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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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360手机助手



移动应用商店顺应用户群体转变，布局“年轻化”

数据显示， 在2017年新上架应用下载用户年龄层分布中，90后用户占比接近九成，应用商店主流用户呈年

轻化趋势。针对当下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的转变，各大移动应用商店近年均在战略定位、营销策划等方面进

行“年轻化”产品布局，以吸引新一代应用下载主力。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9月，腾讯应用宝与青海卫

视共同策划的综艺节目“应

用宝典”播出，以APP为剧

情主线，邀请明星、网络红

人现场演绎最新潮的移动互

联网生活方式,首创以电视

节目分发应用。

10月，360手机助手发布

5.0“five me”版本，主

打青春个性，针对95后用

户进行功能等设计。

12月，360手机助手宣布

TFBOYS为品牌代言人, 将

目标用户群体瞄准95后新

一代，发布“乐次元计划”

战略，主打立体娱乐。

4月，应用宝宣布与少女组

合SNH48达成战略合作，

将时尚、个性化的90后组

合同移动互联网潮流生活方

式相融合，打造“移动生活

风向标”。

随着直播兴起，360手机助

手将福利发放与视频直播相

结合，推出礼拜一秒杀局。

百度手机助手2017发布“主打年轻

化”品牌战略，将目标人群精准为

30岁以下的年轻一族，聚焦年轻、

好玩、有趣、游戏等重点垂直领域。

科技享乐主义

豌豆荚年轻化的品牌营销，让原有的

理性文艺与年轻化新锐元素融合，如

愚人节首发“飞行手机专用app”、

豌豆荚七周年、暑期档“造假计划”

等，受到年轻一代的青睐。



应用质量关注度提升 精品应用受追捧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APP数量达519.8万个，较2015年增长19.1%。艾媒咨询

分析师认为，移动应用数量不断上涨，作为应用分发的重要渠道，移动应用商店内的应用质量越趋受到用户重

视。由此促进了应用商店对精品应用的资源支撑力度的提高。

如豌豆荚推出的设计奖，以“发现优质应用”为核心，为用户推荐高质应用。数据显示，用户经常下载设计奖

推荐的APP占比达70%，偶尔有下载设计奖APP行为的用户占比为达80%，精品应用的质量得到大多用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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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应用商店被举报在华垄断 侵害他者权益

2017年8月7日，20多位应用开发者请求中国当局调查苹果应用商店的政策是否违反了中国的定价和反垄断法律。请

求称，苹果未给出合理解释便从其商店下架应用，以及对应用内购买收取手续费的比例不当，存在损害移动应用程序

开发者、运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可能。艾媒品牌危机处置系统结果显示，自2017年8月6日开始，负面舆情持

续高升，超越中立和正面舆情，在整个网络舆情中，”苹果公司“整体呈负面。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封闭生态是苹

果App store长久且固有模式，要全球范围内改变苹果长久以来的“市场独食习惯”是小概率事件。退出中国市场或

妥协的选择下，结果更可能是推动苹果和开发商的沟通与协商。

“苹果”遭反垄断举报事件网民舆情评论情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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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用户是应用商店主要用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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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受访中国移动应用商店用户类型分布

没有明确目标，以热

门应用和必备应用下

载为主

有一定个性化需求，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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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受访应用商店用户中，接近五成为“进阶用户”——对获取APP拥有个

性化需求，但在具体下载决策上仍需依赖应用商店排行、推荐、评分等指标。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应用商店主流

用户仍拥有较强的APP下载需求，且应用商店的排行榜、评分推荐等对用户存在一定影响力，各应用商店可在个性

化精准推荐方面着力，挖掘用户潜在下载需求，发挥引导作用。

进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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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应用商店需加强用户体验，保卫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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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受访用户移动应用商店类型使用偏好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三种应用商店类型中，手机厂商自营应用商店超越第三方应用商店，

以50.3%的占比成为受访用户最为偏好使用的应用商店。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手机厂商因直接预装至硬件以及拦

截第三方应用商店等方式获取强势用户基础，分流了一部分第三方应用商店用户。第三方应用商店需在用户体验等

产品性能上多下苦功，以充分发挥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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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齐全程度仍是用户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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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受访用户选择移动应用商店重点考虑因素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应用齐全程度、搜索匹配精准程度和下载安全性分列受访用户选择应用

商店时重点考虑因素前三名。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应用商店经过多年发展，应用齐全程度基本相差不大，独家首

发内容和搜索匹配精准程度成为竞争重点，目前各应用商店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着力优化搜索

精准度。另外，应用商店的竞争已向上游拓展，拥有优质内容资源厂商将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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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商店需着力优化搜索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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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受访中国移动应用商店用户下载APP方式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过五成受访应用商店用户通过准确搜索APP名称查找并下载，而有

44.5%的用户仅在应用商店中搜索需求关键字，从搜索结果中筛选满足需求的APP并下载。与主动搜索相比，通过

排行榜和应用推荐内容或活动下载应用的用户相对较少。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用户的成

熟，用户更加明确自身应用下载需求，需求搜索/模糊搜索成为重要的APP获取方式。应用商店厂商可继续优化搜索

功能，精准捕捉用户需求，不断提升应用推荐的精准程度，创新推荐方式。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发掘优质新颖应用是应用商店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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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受访用户对移动应用商店应用推荐关注因素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过七成受访用户下载过应用商店推荐的APP，而在用户对应用商店应用

推荐功能的考量中，所推荐应用的新颖有趣程度是最受关注的因素，应用的安全性和兴趣匹配度则分列二、三位。艾

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相比渗透率和认知度占据较大优势的头部应用，应用商店推荐是许多“小而美”应用关键的推广

方式，也是用户认识优质小众应用的主要途径。发掘新颖有趣的精品应用，并以创意方式推荐给用户是应用商店的重

要功能。每周一推的豌豆荚设计奖为发现优质应用的代表，独立于广告商务运作保证了其应用评选的独立性。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减少干扰广告成应用商店用户最大期待

4.1%

17.5%

19.9%

27.1%

33.6%

37.7%

42.1%

其他

推荐应用更精准

榜单排行标准明确，公正

优化应用界面设计

含括应用更丰富全面

提高下载安全性

减少广告干扰

2017H1受访用户对移动应用商店期待调查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42.1%受访用户期待所使用应用商店减少广告干扰，广告过多是用户最为

困扰的问题。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广告及相关应用推广活动是应用商店收入的重要部分，但过多的广告干扰有损用

户体验，不利于用户忠诚度的培养。各应用商店应通过提升应用推荐的精确程度，创新应用推广方式，提高广告对于

用户的实际价值，减少用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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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方式革新之大数据精准推荐应用

360手机助手：AI助力

年
龄

性
别

职
业

属
性

APP

资
讯

热
点

界
面

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其应用场景越趋增多。当前360手机助手已正式引用人工智能元素，根据用户的年龄、性

别等个性化因素，智能识别用户的需求，为用户推荐更合适的APP。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落地和应用，其或将

成为各应用商店服务商拉大与竞品差距的重要战略点。

AI

个性化



分发方式革新之大数据精准推荐应用

360手机助手：主打个性分发

应用分发痛点

开发者：小众应用难以触

达用户，应用推广成本高

用户：头部应用、僵尸应

用充斥手机，难寻个性化

优质应用

地区

手机
型号

使用
习惯

使用
场景

基于场景实现智能推荐APP

大数据

个性
分发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移动应用商店进入存量市场，开发者应用推广成本上升，而留住用户则是各应用商店最为迫

切的目标之一。以360手机助手为代表的应用商店着力提升应用推荐精准性,凭借丰富的用户数据，加之大数据挖掘、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优质应用与特定的用户对接，实现应用商店服务个性化、定制化，优化了用户体验，有利于用户

粘性的培养，也使优质的小众应用得以被推送到特定潜在用户面前，提高分发效率。



分发方式革新之大数据精准推荐应用

豌豆荚——应用精准直达

数据积累 数据计算 解决痛点

豌豆荚基于不变、可变、时序三大特征对阿里大数据与豌豆荚自身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划分六大维度标签

描绘用户画像，从而解决长尾应用难以获得用户、用户难以找到精准应用、用户对自身需求不明晰的问题，

实现应用精准分发。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大数据底层数据积累和算法优化是应用商店大数据竞争的关键，

背靠互联网巨头的应用商店厂商将在大数据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

阿里大数据融合

社会
属性

专业
维度

兴趣
标签

行为
特征

基础
属性

硬件
特征

立体用户画像描绘

长尾应用分发

用户精准推荐

用户需求不明晰

应用精准分发



分发方式革新之内容分发

豌豆荚——内容促进分发

2010

豌豆荚1.0上线

2011

发布国内最早的”应用搜

索 ” ； Windows 端 开 始

尝试接入海量内容站点

2013

上 线 “ 视 频

搜索”功能

2014

发布“移动内

容搜索”战略

并入阿里巴巴移动事业群，

发布“内容分发”战略

2016

APP内容挖掘
聚合经验

打造内容流量双入口

融合阿里
大数据

阿里大文娱
内容赋能

多个APP接入豌豆荚内容分发,其精华内容在豌豆荚APP外显

“内容分发”战略
2017上线“内容栏目”——内容
分发新思路

关键词 小故事

话题互动

以内容创造分发场景

话题相关APP推荐

用户潜移默化中认识相关APP



分发方式革新之内容聚合及外显

应用宝——全能搜索激发内容外显优势

用户需求搜索或模
糊搜索，后台智能

识别用户需要

直接检索应用内

内容

搜索结果直接展示
APP内内容与服务，

将APP内容外显

用户根据搜索到的
APP外显内容决定是

否下载APP

APP下载渠道

内容外显

搜索升级

用户直达APP
服务

一站式需求解决
平台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内容外显既提高用户应用下载决策效率，又使APP直接连接用户，实现多样推广。同时内容分发也

是提高用户粘性的重要手段。内容外显和应用内搜索功能拓展了应用商店的入口价值，将应用商店角色从APP下载渠道到

应用内容服务直达平台转变。豌豆荚最先布局内容前置及应用内搜索，百度手机助手则在2016年以“破壳技术”实现

APP核心内容前置，豌豆荚和应用宝2017年继续深化内容聚合及外显，内容分发将继续成为应用商店布局重点。



分发内容之游戏精品化

阿里应用分发：积木计划

积木计划
精品游戏扶持

用户反馈机制

精准捕捉用户

内容化推荐

用户 开发者

用户来源 推广营销 流量变现

定制化
首发

内容
营销

文娱IP

经历爆发式增长过后，中国游戏市场规模增速减缓，市场竞争聚焦存量竞争，游戏用户对游戏品质要求提升，游戏行

业迎来精品化竞争时代。作为精品游戏的重要一环，独立游戏倍受游戏内容、分发厂商关注，中手游为独立游戏研发

商提供高达亿元的专项扶持资金，乐逗游戏的母公司创梦天地推出2亿元独立游戏专项扶持基金，作为手游分发的重要

渠道，应用商店阿里应用分发于7月提出“积木计划”，为精品游戏开发者提供流量扶持、立体营销、流量变现等方面

支持。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应用商店用户增长放缓，用户年轻化的当下，以独立游戏切入精品游戏分发市场既是

迎合上游游戏内容厂商的需要，又是吸引年轻用户，提高用户留存率的关键。

手游市场三大发展趋势

精品化

泛娱乐化重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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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应用商店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终端厂商自营应用商店与第三方应用市场竞争激烈

近年国内手机终端厂商迅速崛起，巨大出货量为其预装的自营应用商店获取强势用户基础，也令手机厂商加强了

对应用商店这一移动互联网关键入口的建设，并且逐步获得用户肯定，形成与第三方应用商店抗衡的重要力量。

2017上半年先后发生的vivo与应用宝、OPPO与腾讯手机管家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反映了终端厂商对用户应

用下载安装的影响力。终端厂商与第三方应用市场的竞争公开化，也表明双方对应用互联网入口抢夺更趋激烈。

01

02

03

分发方式改良为大势所趋

当前开发者应用推广成本上升，而推广预算则不断压缩，各厂商力求通过创新分发方式，将优质应用与目标用户

精准对接。如豌豆荚深耕内容分发，推出“日签”栏目加强用户参与感，探索内容分发新模式；精品栏目“豌豆

设计奖”专注对优质创意应用的挖掘和推荐。360手机助手则以“个性分发“强化应用推荐精准度。应用个性化

高效分发既满足开发者和用户的共同需求，也是新形势下厂商发力重点。

瞄准年轻群体，精品游戏分发或成应用商店竞争热点

顺应当前移动互联网主力由80后向90后乃至00后转变的趋势，各应用商店纷纷瞄准年轻一代用户推出相应分发

战略。阿里应用分发推出扶持精品游戏的“积木计划”，布局泛娱乐内容分发，百度手机助手战略定位主打明星、

游戏、二次元，未来应用商店将继续推出符合年轻群体特征和需求的活动吸引和留存用户。主打年轻群体的手游

市场增速减缓，精品游戏分发或成应用商店竞争热点，优质的IP以及游戏资源将为应用商店年轻化战略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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