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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来源及说明

1）本次报告数据来源于 App Growing 直

营电商版以2019年1月1日-5月27日所追踪

的广告数据，以腾讯社交广告\巨量引擎这两

大直营电商广告平台为例，分析直营电商推

广洞察。

2）本次报告以投放广告数作为分析依据 ，

广告投放数不等于其实际广告消耗。

3） 由于App Growing暂未实现对腾讯广

告旗下的微信朋友圈广告资源的抓取，故本

报告提及的腾讯广告数据情报，不包含对其

朋友圈的相关广告资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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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电商红利已过，为了拓展更多新流量，近几年很多中小电

商广告主开始以广告平台为阵地直接销售商品，产品单页+货到

付款的直营电商模式兴起。

传统电商红利已过，产品单页+货到付

款的直营电商模式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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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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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营电商的人群，是天猫、京东等在线支付平台之外，通过货

到付款等方式进行低门槛网购的全新消费群体。他们主要分布

在三四线城市，由于微信，今日头条等超级App逐渐养成移动

互联网上网习惯，用户规模大，网购经验较少，购买意愿强烈。

整 体 而 言 ， 直 营 电 商 以 35-45 岁 的 男 性 为 主 流 用 户 。 App

Growing也了解到，包括巨量引擎，腾讯广告在内的主流广告

平台，均开始更加重视对直营电商女性商品类目的流量扶持，

更加重视“女性经济”效应。随着老年群体触网的深入，很多

老年人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刷手机上，他们较多没有经济负担，

经济水平盈余，也将是直营电商的高潜力用户。

目标群体分析：高潜力的网购新用户

https://ds.appgrowing.cn/©   App Growing  2019 5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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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选品方面，生活必需品、体现身份、有特殊功能的产品、

新奇爆款产品，当季时兴产品为重点的方向。

直营电商重点选品方向参考

©   App Growing  2019 6

前
言

具体该如何选品，合理定价，才能打造爆款？不同平台的重点

销售单品类型是否有明显区别？整体直营电商广告投放呈现怎

样的市场趋势？App Growing基于2019年1月1日-5月31日所

追踪到的腾讯广告及巨量引擎平台67万+的直营电商移动广告投

放数据，分析2019年1-5月腾讯广告&巨量引擎直营电商推广趋

势，为直营电商广告主提供移动广告投放的市场分析。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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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市场
直营电商整体广告投放概览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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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pp Growing 自研的广告算法对直营电商广告数据按照12个一

级品类细分，分析各品类的广告数占比。腾讯广告和巨量引擎平台上，

服饰鞋包、餐饮食品、数码家电、日用百货均为广告数Top5的一级

品类。

服饰鞋包、餐饮美食、日用百货、

数码家电为直营电商重点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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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值得一提的是，5月份“抖音买虾”事件的文章引起公众较大的关注

之后，巨量引擎官方对餐饮食品类的管控也愈加严格，把控产品的质

量合规。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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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落地页显示的最低商品客单价，并统计各不同定价对应的广告数，

50-100元及150-200元为腾讯广告及巨量引擎广告平台重点定价区间，

相关广告数占比最高。其中腾讯广告平台9成以上的广告商品定价范围在

50-300元区间。而巨量引擎平台产品定价范围相对更分散，单品价格超

过400元的广告数占比18.02%，高单价的商品占比相对较多，推测这跟

今日头条App相对中年男性用户占比更高，消费能力更高有关。

50-100元及150-200元为直营电

商的重点定价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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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价为99元，199元，198元，299元及298元的广告较多，在各自

商品价格区间的占比都较高。99元效应明显，商品定价为99元的广告，

在腾讯广告平台广告数占比32.55%，在巨量引擎平台广告数占比为

16.49%。

巨量引擎平台产品定价范围相对更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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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不同广告开户公司所在的省份信息，其中广东省，浙江省这两

个省份的商家投放广告最多。

广东省、浙江省两省的商家广告投

放占比高

©   App Growing  2019 11

1.3

https://ds.appgrowing.cn/

说明：直营电商电商开户需要保证金，因此大部分开户公司为商家自己，为

方便分析，App Growing默认以所提取到的直营电商落地页的开户公司作为

商家，并进一步以该公司的数据作为商家分布的分析依据，以下同。

https://ds.appgrowing.cn/
https://ds.appgrowing.cn/


直营电商选品指南
• 直营电商各热门品类广告概览

• 直营电商各热推单品排行

• 直营电商各热销单品推广

• 潜力单品推荐及宣传点分析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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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腾讯广告平台各重点品类广告投放中，广东省的商家投放力度高

在腾讯广告平台的服饰鞋包、餐饮食品、 日用百货及数码家电品类

广告投放中，广东省均位列为商家累计广告投放数Top5省份。

各品类的广告投放概览

©   App Growing  20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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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腾讯广告及巨量引擎平台的服饰鞋包品类中，浙江省的商家投

放力度高

在服饰鞋包品类广告中，腾讯广告及巨量引擎平台上，浙江省的商

家广告投放数均最高，推测这跟温州、杭州、嘉兴这三个城市的服

装生产较为发达，所以对应地区的商家也相对更多有关。

各品类的广告投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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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饰鞋包：鞋靴及男装品类为广告投放重点

在腾讯广告平台的服饰鞋包类广告中，以鞋靴广告的投放为主，

广告数占比为54.18%。

各重点品类各细分类型的广告数占比

©   App Growing  20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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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餐饮食品：酒水饮品、生鲜水果为广告投放重点，广告数占比过半

在腾讯广告及巨量引擎平台上，酒水饮品为餐饮食品类广告的投放重点，

广告数占比过半。进一步分析发现，酒水饮品类别的茶叶细项投放占比

明显，部分茶叶单品也位列整体广告平台的热推单品。

各重点品类各细分类型的广告数占比

©   App Growing  20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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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码家电：腾讯广告各细分类型区别不明显，巨量引擎以家用

电器为主

数码家电品类的广告投放中，腾讯广告各细分项的广告投放区别

不明显，基本属于三分天下。而巨量引擎则以家用电器、3C数码

的广告投放为主。

各重点品类各细分类型的广告数占比

©   App Growing  20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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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统计腾讯广告具体单品的广告投放情况，各月份广告数

Top5单品如下。其中男式皮鞋，在1月份，3-5月份的月度Top5榜

单均上榜。

腾讯广告1-5月的热门单品盘点，男

式皮鞋热推

©   App Growing  2019 18

2.3

https://ds.appgrowing.cn/

登陆 App Growing直营电商版（ds.appgrowing.cn），更实时查看直

营电商品类推广排行。

App Growing也对腾讯广告5月份的热推单品男性运动鞋及男式皮鞋

的广告做进一步的分析，如下。

https://ds.appgrowing.cn/
https://ds.appgrowing.cn/


① 腾讯广告5月男式运动鞋广告投放分析，138元及139元为重点

定价区间

138元及139元为腾讯广告男式运动鞋的主要定价，广告数占比为

68%，1折/限购2双/买一送一为其广告文案常提及的促销方式。

腾讯广告热推单品推广排行

©   App Growing  20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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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飞行员品牌的运动鞋在腾讯广告平台热推，主要是以不臭

脚，不开胶，耐磨防滑，潮流时尚为主要卖点，相关热门商品主

图如下。

腾讯广告热推单品推广排行

©   App Growing  2019 20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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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腾讯广告5月男式皮鞋广告投放分析，199元为重点定价

男式皮鞋的客单价主要定为199元，买一送一，X元两双为主要的

促销方式。男式皮鞋的商家地区主要以浙江为主，相关的商家数

量占比为61.74%。

腾讯广告热推单品推广排行

©   App Growing  20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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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巨量引擎各单品的广告投放情况，梳理各月份广告数Top5单

品如下。其中男装T恤在2-4月份的月度广告数Top5榜单均上榜。

而随着夏季的来临，相信男性T恤还将是高潜力单品。

巨量引擎1-5月的热推单品盘点，男

式T恤及衬衫热推

©   App Growing  20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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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Growing也对腾讯广告5月份的热推单品男性T恤及男式衬衫的

广告做进一步的分析，如下。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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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男式T恤的主要定价区间为159-299元，浙江省的商家广告投放力度高

男式T恤的主要定价区间为159-299元，其对应的商家地区主要以浙江省

为主。

巨量引擎热推单品推广排行

©   App Growing  201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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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8-298元为男式衬衫的主要定价区间，左右对称类素材排版

较常用

198-298元为巨量引擎平台上男式衬衫的主要定价区间，1折及买

一送一为其常见的促销方式，同样以浙江省为商家重点所在地区。

巨量引擎热推单品推广排行

©   App Growing  2019 24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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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帅、时尚、休闲、透气、型是巨量引擎平台男式衬衫广告文案

的重要宣传点，左右对称构图在衬衫单品广告素材较为常用。

巨量引擎热推单品推广排行

©   App Growing  2019 25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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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推单品不等于热销单品。App Growing 也提取了腾讯广告及巨

量引擎直营电商单个广告落地页的销售数据，并以对应落地页5月

份新增的销量为依据，进而统计各平台5月份重点品类的热销单品

如下。

5月各重点品类高销量的商品盘点

©   App Growing  20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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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5月份的热推及高销量的单品盘点，App Growing梳理以下

重点品类的潜力单品，希望能为直营电商广告主提供参考。

潜力单品推荐

©   App Growing  201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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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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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分析
直营电商素材、落地页常用宣传点

Part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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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营电商投放常用宣传点分析

©   App Growing  2019 30

整体而言，直营电商广告更重点体现商品的核心功能点，直观体

现价格及优惠活动。在广告素材的呈现，仅呈现最为核心的功能

点，大字标题，简单粗暴，一目了然。

https://ds.appgrowing.cn/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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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营电商投放常用宣传点分析

©   App Growing  2019 31

其次，在整体的广告内容策划中，货到付款，厂家直销，优惠活

动也是常见的宣传三把斧。货到付款，打消顾虑，厂家直销解释

低价原因，促销活动让用户觉得物超所值，尽快下单。由于广告

成本较高，单笔客单价低于100元很难回本，通过买送活动实则

也是捆绑销售，提高单用户客单价。

https://d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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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营电商投放常用宣传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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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s.appgrowing.cn/

相对淘宝等平台电商而言，直营电商没有收藏及加入购物车机制，

因此通过制造紧迫感， 促使用户尽快下单也较为关键。

https://ds.appgrowing.cn/
https://ds.appgrowing.cn/


趋势解读
直营电商行业的挑战及机遇

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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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营电商行业趋势解读，机遇与

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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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相关的政策监管的出台，平台审核的加严，黑五类、假冒、

山寨商品等不合规或劣质的商品退出，直营电商告别野蛮暴利的获客

时代，市场环境渐趋良性发展。但直营电商行业也面临着更多新的挑

战，整体流量越来越贵，产品越来越多，爆品越来越少，商品生命周

期也越来越短，竞争愈加激烈。

App Growing认为，在当下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以往的粗放化运营

已不再适用，直营电商行业也将全面升级进入2.0的精细化运营时代。

商家不仅需要更实时地了解行业动态，还需要更前沿地预判爆品的方

向，保证信息的对称性，提升整体运营的效率。很多直营电商开始更

关注售后的服务及转化，推动更深度的复购，提升ROI。

https://appgrowing.cn/  

https://goto.ilanx.cn/ag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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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营电商行业趋势解读，机遇与

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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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关的广告平台，也会更加重视直营电商这一下沉市场，通过不断

完善算法推荐及服务侧的支持，帮助广告主更高效，更低成本地找对

人卖对货。精细化运营，将是未来直营电商的取胜之道。 此外，直营

电商的广告平台也将通过更精细化用户画像分析，千人千面的智能化

创意功能，实现个性化的商品信息推送。

https://appgro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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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Growing 直营电商版 于2019年5月上线，是国内首家直营电商广告情报分析

平台，实时追踪国内17+主流直营电商广告平台的数据，覆盖10大类电商品类，

100+细分品类，提供单品推广排行，单品的客单价及销售量数据，卖家公司信息等，

电商创意搜索等功能，以帮助直营电商广告主、广告运营人员、市场分析人员、媒

介人员等洞见行业营销趋势，实现竞品研究分析及行业情报洞察，从而制定最佳广

告推广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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