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品分析
穿搭 /AR/陌生人社交



因为我们选择方向的特殊性，暂时无法找到直接竞品，因此我们的竞品分析分为三个模块： AR赋能社交

产品来进行、穿搭产品、陌生人社交产品。

竞品选择

AR赋能社交产品 穿搭产品 陌生人社交产品



AR赋能社交产品



AR社交竞品选择
由于AR技术是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技术，目前市场上主打的AR社交的产品数量不多，并且大多数公司都是近几年的初创公司，
产品用户量偏少。目前在市场上占的份额比较多的产品基本都是在已有的用户量基数很大的产品上添加了AR技术。用户量最多的
竞品都是将AR技术依附于已有的社交产品上，例如Snapchat。

我们根据AR应用的方式对AR社交的产品进行了一个分类:

AR交友：ARChat，OctiAR滤镜/特效：Snapchat，Snaappy



目前领头产品 - Snapchat
Snapchat

“阅后即焚”软件的创始者。利用 Snapchat，用户可以拍照、录制视频、添加文字和图画，并
将他们发 送到自己在该应用上的好友列表。这些照片及视频被称为“快照”- 所有照片都有一
个 1 到 10 秒的生命期，对方浏览后即被删除。

AR具体应用形式：

• Scan - 对象识别

它使用Snapchat摄像头识别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并访问相关信息，比如识别特定音乐、通过
Photomath解决数学问题、识别物种、物品并提供购买链接、识别物品自动添加对应的AR滤镜

• 语音交互下达AR指令 – 提升AR功能搜索效率

• Local Lenses 本地镜片

作为持久可分享的数字世界，Local Lenses可以让你与其他Snapchatters合作，在你的社区
建造大型AR项目，例如用彩色增强涂料装饰本地建筑物。并且可以永久保存这些创作。

目标用户：
• 千禧一代和Z一代组成



用户行为分析 – 海盗模型

• App Store 搜索 • 登录成功后进入搜索朋

友界面，然后直接进入

拍摄界面

• —— 先鼓励创作而非

先阅览已有内容，让人

们先从创作中获得乐趣

和成就感。

• 应用到各个功能的阅后

即焚的特性制造了紧迫

感，迫使用户更加频繁

地查看Snapchat

• 创造海量的并且频繁地

更新AR滤镜的种类，

不断推出新的玩法，激

发用户的创造性和表现

欲，同时保留住新鲜感

• Geofilter的使用收费

• 付费回放

• 作为一个通信工具，本

身在每个用户的通信来

往之间就形成了病毒式

传播

• 不断开源滤镜制作软件，

来吸引更多的新滤镜创

作

• 和第三方社交软件打通

内容分享平台

如何让用户产生如
注册、登录行为

用户活跃

用户怎么找到我们？

用户获取

如何让用户持续使
用

用户留存

如何让用户产生支
付行为

收入

分享

传播



商业模式分析 –精益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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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列出1-3个主要问题

解决方案
为每个问题描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独特卖点
独特的、清晰的卖点，这个卖点足以表明

你和其他产品的不同以及值得购买

门槛优势
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超越或复制的

优势

客户细分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关键指标
列出关键的数据以显示你的商业是

如何运作的

渠道
列出客户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你的产

品

成本
列出固定的和变化的成本开销

收入
列出你的收入来源

早期接受者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1. 传统社交平台需要维
护自己的形象所带来
的负担—— 现有的社
交方式需要花时间去
打磨内容，担心自己
曾经发表过的内容可
能会对自己产生不好
的影响，会被别人偷
窥隐私

2. 一些需要“即时表达”
但没有任何“留存价
值”的内容无处诉说

“阅后即焚”的交流模式， “阅后即焚”很好地消化了每
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的
“即时表达”的冲动，在满足
用户表现欲的前提下避免了传
统社交的负担

追求无负担、即时交流的
年轻用户
对世界很周围在发生着什
么有高度好奇心的年轻用
户

有很多“及时表达”冲动
的，却怕被父母发现自己
社交足迹的青少年

App商店搜索，
“阅后即焚”在客观上为
平台注入了少量色情与审
丑的成分，推动了平台早
期的病毒传播。

投放广告，Geofilter的使用收费，用户付费回放，第三方品牌的赞助滤镜，
体育赛事合作伙伴投放Live Stories吸引更多观众

DAU,
Avg Daily Mins Per Users,
Daily Created/Sent
Snaps

反当下大部分传统社交平
台之道而为之
青少年人群亟需一款标榜
自己一代特点的新社交平
台

开发维护成本，第三方基础设施支出，收购新技术公司，

Discover板块第三方内容授权费，运营活动，商业合作



其他AR社交软件功能分析 – Snaappy
Snaappy是一个将传统社交与AR技术结合的AR社交应用”。用户可以在线编辑文字、语音、GIF、表情以及视

频，并可将编辑内容添加到任何现实场景中，实时记录和分享。与其他AR社交应用不同，为了丰富用户的社交

内容和表现方式，Snaappy自创了内容IP。其核心形象“Snaappy”是一头顽皮可爱的蓝色小熊。除了

“Snaappy”，公司还设计了近十个IP，包括美丽的“Lola”、女性用户的代表“Snaappa”、高冷的猫咪

“Scott”等等，每个用户都可以在Snaappy当中找到可代表他/她的形象。

AR具体应用形式：

AR视频编辑器

它用户通过编辑器在线完成内容制作，并实时加入到现实场景中。过程中，用户还可以在内容上嵌入文字、照

片、视频来传达信息。

线下互动

提基于SLAM技术推出了类似POKEMON GO的线下社交互动模式。将虚拟3D形象与真实地图结合，用户搜索

地图即可发现在特定位置的虚拟信息。通过该类虚拟信息用户可以跟朋友或者陌生人产生线下互动。

AR游戏

基于其社交平台和3D虚拟内容布局了AR游戏。游戏采用了其社交应用中的3D形象，通过AR技术让玩家在游戏

中体验线上线下的强交互。

目标用户：
• 18-35岁的互联网用户；
• 对社交、短视频、游戏、娱乐等感兴趣；
• 主要来自1-2线城市



其他AR社交软件功能分析 – Octi
Octi是一款鼓励人与人之间，应以实体互动交流为主的平台应用服务，而非单纯地躲在电脑荧幕

后面进行键盘交流。只要拿起手机，开启应用并对准同样是Octi用户并且开启了「允许访问」设

置的人扫描脸部，即可看见ta身边会出现不同的虚拟卡片 – ta的AR belt。每张卡片各自有不同

的相关资讯，例如照片、最近消息状况，等。快速寻找兴趣相投的人。

AR具体应用形式：

AR识别人脸

它可以通过识别用户的形象，找到对应的用户。

AR呈现用户相关信息

将用户相关的社交信息以卡片围绕的信息呈现在用户周围。

AR识别人体动作并编辑视频

Octi同样有着强大的AR视频编辑功能，可以识别用户的动作并对其加上可以跟踪其动作的特效。

AR将不同场景里的动态人物合并在同一视频场景中

用户可以对其他用户的视频做出动态回应，将自己和他人的视频放置在同一场景里形成新的视

频，增强互动感。

目标用户：
• 95 后、00 后群体



其他AR社交软件功能分析 – ARChat
一款通过AR方式来进行聊天的软件，实现一对一互动在线交流，让用户发现周围有趣的人和事，

观众体验到新奇的聊天交友方式，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感官体验。

AR具体应用形式：

创建场景

基于真实地理位置创建AR场景，每一个场景都是独立的交流空间。

场景互动

在场景内，可以添加并分享各种美照、贴纸、动态物体、自定义挂件等元素。

AR聊天

场景内所有用户都可以直接发送AR消息进行交流，通过提供丰富的社交内容和场景让聊天更加

新颖有趣。包括 AR 游戏，美食动漫等主题场景，旅游景点场景，异地恋场景等。用户可以创建

自己的场景，并设置权限，ARchat 也会联合 B 端的内容生产方为平台制作更多交互场景。

找到感兴趣的人

【广场】：用户打开摄像头，进入广场，即可发现周围的其他用户，可点进其主页互动。

【飞机场】：用户也可以选择在在纸飞机上写下一款文字，使用飞机场功能向指定方向发射，

纸飞机会被不同的用户收到，同时，用户也可以查看和回复其他人扔的纸飞机。

此外，每个用户的主页都有自己的虚拟形象和社交等级。

目标用户：
• 95 后、00 后群体



传统社交平台需要维护自己的形象所带来的负担——
现有的社交方式需要花时间去打磨内容，担心自己曾
经发表过的内容可能会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影响，会被
别人偷窥隐私

一些需要“即时表达”但没有任何“留存价值”的内
容无处诉说

“阅后即焚”很好地消化了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产
生的“即时表达”的冲动，在满足用户表现欲的前提
下避免了传统社交的负担

通过多样化的滤镜丰富了用户情感表达的方式，大大
提高了信息交流的趣味性。满足了用户的表现欲。

通过使用同一款AR滤镜拉近了不在同一地理位置的好
友之间的距离。

如何使用户在社交中展现更多更加有趣的、有着丰富
情感的自己。

如何连接这个世界？

通过AR形象，不同的AR滤镜来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
表现自己情感的方式

让用户以AR形象进行互动。

丰富了用户的社交内容和表现方式。满足了用户的表
现欲。

使陌生人之间的社交变得有趣。

如何使陌生人之间的社交变得轻松有趣？

如何让大家都主动去结交新的朋友？

结合地理位置营造独特的社交场景，通过提供丰富的
社交内容和场景让聊天更加新颖有趣

通过AR技术，提升人与人之间社交的实体性 –能让
人产生面对面社交的感觉。提高陌生人社交的趣味性。

如何使陌生人之间的社交变得轻松有趣？

如何让大家都主动去结交新的朋友?

通过扫描对方（如果对方设置了「允许被访问」），
获得对方的 AR social belt，从而快速了解对方。

通过AR技术，提升人与人之间社交的实体性 –能让
人产生面对面社交的感觉。

产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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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以及启示

• 目前AR技术主要应用于提高以下两个方面的用户体验:

• 丰富用户情感表达方式,满足用户表现欲

AR技术提供了酷炫的特效，利用了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从众心理，

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欲

• 提高陌生人社交的实体性和趣味性

利用AR技术消除了空间上的隔阂，强调了「同一空间」的概念

以可交互的图片和视频为载体，高度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进一步提升

社交的互动性

现有产品 未来产品

• 满足用户的表现欲是所有社交的核心需求之一，我们

可以如何利用AR技术去提升用户在穿搭领域的这一需

求

• 在穿搭社交场景下，有哪些痛点是可以通过提高陌生

人社交的实体性来解决的。AR技术可以为这类需求提

供新的解决方案



穿搭产品



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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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社区型电商平台

产品定位
• 主要为年轻女性提供可分享护肤美妆、时尚穿搭、明星等18个话题内容的社区交流平台
• 为没有明确购物目标的用户提供内容服务，帮助他们做购物决策，养成用户消费需求

• 平台以内容连接消费者和商品的电商模式，使得消费者通过内容的建议和指引而实现消费

用户特征
主流用户多为一线城市的年轻女性，她们追求精致生活，乐于种草，乐于分享，乐于结交朋友。

具有一定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偏高。

用户需求
基本级需求：发现全球的优质商品，能够获知商品的简单信息，尤其是实物图片、品牌、价格、

产地等等，能够分享自己获得优质产品的心情和购物心得；
期望级需求：能够获得优质商品的购买渠道，获得正品商品的购买保证，获得他人对自己入手的

优质产品的羡慕、赞同等等；

兴奋级需求：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公认的优质商品，在分享的同时从他人的认同中满足自身出于

自我认同的虚荣心理等等



商业模式分析 –精益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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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列出1-3个主要问题

解决方案
为每个问题描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独特卖点
独特的、清晰的卖点，这个卖点足以表明

你和其他产品的不同以及值得购买

门槛优势
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超越或复制的

优势

客户细分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关键指标
列出关键的数据以显示你的商业是

如何运作的

渠道
列出客户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你的产

品

成本
列出固定的和变化的成本开销

收入
列出你的收入来源

1.想买高质量的海外产品，
但面临“买什么”、“哪
里买”、“多少钱”和
“是否优质”的问题

2. 想简单快速地分享自己
的心得和经验

1.借助上线以来的数据沉淀精选出独特
选品以跨境社区电商的身份进行网上销
售

2.  通过UGC的形式为想购买国外商品
的用户提供实时的购物信息以及使用心

得

以“种草”为基因的“社区+
电商”平台

1.高质量的内容分享社区

2.海外优质正品销售的电商平
台

一线城市的年轻女性群体，

具备一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
意愿，追求精致生活，乐于
种草，乐于分享，乐于结交
朋友

应用程序

朋友圈动态

小程序

公众号

网站

线下广告

用户市场占比

客户终身价值

日/月均活跃用户数

社区+电商的闭环运营模式

商品的龚银莲和物流资源

选品数据结构化

社区忠实粉丝和用户

生产优质笔记的分享达人

入驻的明星

产品研发 运营推广
建立供应链 直营商品采购和物流成本
人员 平台管理

商品销售额 店铺入驻的佣金分成
网络广告 小红会员卡服务



用户行为分析 – 海盗模型

• 在地铁、分众传媒、电

视剧、综艺等渠道投放

广告

• 利用SEM主推品牌词来

转化一部分二次搜索的

用户

• 邀请与平台定位相符且

话题的明星、当红综艺

节目人气选手和火热电

视剧主要角色入驻，转

化部分明星粉丝为用户

• 微信公众号运营

• 笔记”功能是提高用户

活跃度的利器。功能入

口在APP底部主导航栏

的正中间，用户打开软

件就能看到，极大优化

了用户的体验

• 专门的用户成长体系。

通过点赞和收藏他人笔

记、发布笔记等方式进

行升级，每升一级就可

获得与等级相符的特权。

用打怪升级的方式激励

用户去完成任务。

• APP页面设计：打开产

品第一眼是内容社区，

而非商城或其他

• 内容生产方式：UGC。

让用户可以分享真实的

生活经验和看到很多有

趣潮流的内容

• 明星偶像大咖们的干货

分享

• 自身带有的社交属性和

品牌口碑

• 电商商品销售，小红

书的内容种草会激发

用户购买欲望

• 店铺入驻的佣金分成

• 吸引商家投放网络广告

• 小红会员卡服务

• 举办各种有新意、吸引

人的营销活动，刺激用

户消费

• KOL博主种草优质商品

• 引导用户主动分享的本

质还是内容。用户看见

有趣、有用的内容自然

喜欢分享

• 户看到喜欢的内容时，

就可以直接分享到QQ、

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

如何让用户产生如
注册、登录行为

用户活跃

用户怎么找到我们？

用户获取

如何让用户持续使
用

用户留存

如何让用户产生支
付行为

收入

分享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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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的【社区】里的细分类型【时尚】包括小红书用户在生活中的时尚穿搭分享、平价衣物服饰种草和个人店铺的优质商品推荐等。在
用户的笔记中。
用户的个人笔记主要由分享的图片、搭配心得/推荐内容和评论区三部分组成。流程为选主图，写标题，写正文内容，加主题标签，各个流
程内容既吸引人有与主题相关，质量较高

【时尚】主页

笔记创作者账号位于页
面顶部，位置显眼，若
用户对该作者感兴趣，
方便其关注ta或者进入
ta主页查看更多笔记内
容

笔记的主图高清好看，
不夸张，抓人眼球。
还以轮播的形式展现
多张图片

【笔记】-主图

【时尚】是社区-发现部
分顶部滑动选项卡导航
的第三个细分类，说明
时尚内容的分享和推荐
是小红书中重要的细分
领域

【时尚】主页用陈列式
导航展示优质笔记。显
示了笔记的主图和主题，
还有创作者账号，被喜
欢的人数。方便其他用
户快速直观地对笔记内
容有一个大致的主体印
象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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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的【社区】里的细分类型【时尚】包括小红书用户在生活中的时尚穿搭分享、平价衣物服饰种草和个人店铺的优质商品推荐等。在用户的笔记中。
用户的个人笔记主要由分享的图片、搭配心得/推荐内容和评论区三部分组成。流程为选主图，写标题，写正文内容，加主题标签，各个流程内容既吸引
人有与主题相关，质量较高

1.好的标题：笔记内容开头
前20个字就是标题。创作者
通过高频率使用感叹号和表
情符号，多用数字，植入热
门关键词，借助明星流量等
吸引他人注意
2.好的内容：内容真实，内
容源于创作者的生活经验，
对看笔记的人而言是实用的、
有参考价值的

【时尚】是社区-发现
部分顶部滑动选项卡
的第三个细分类，说
明时尚内容的分享和
推荐是小红书中重要
的细分领域

【笔记】-评论

1.发评论、喜欢、收藏和评论
功能固定在页面底部。便于用
户快速表发对笔记的态度。
2.显示了喜欢/收藏/评论的用户
数量，直观地为用户展现次比
较的用户喜爱程度。
3.点击底部评论图标可直接跳
转到页面评论区

1.为笔记内容设置专门的标
签，加深用户对笔记的认知
和喜好
2.若不喜欢则可直接加入“不
喜欢”，操作直观方便

【笔记】标题+正文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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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女性穿搭社区+b2c品质电商

产品定位

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衣服搭配，在缩短用户购物时间，减少用户选择困难的同时，

提供品质完好的产品

用户特征

多为20-40岁的爱美女性，主要在聚焦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平时工作繁忙，业余时间较少，注重穿衣品质，消费能力中等偏高。

用户需求

基本级需求：能够买到时尚潮流富有品质的衣服

期望级需求：能够根据天气，场景，个人身材，性格爱好等，系统快速搭配出适

合个人的定制化搭配，减少选择困难，同时搭配更适合自己

兴奋级需求：发现时尚穿搭的网红，建立社交关系，学习穿搭技能

穿搭助手



商业模式分析 –精益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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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列出1-3个主要问题

解决方案
为每个问题描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独特卖点
独特的、清晰的卖点，这个卖点足以表明

你和其他产品的不同以及值得购买

门槛优势
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超越或复制的

优势

客户细分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关键指标
列出关键的数据以显示你的商业是

如何运作的

渠道
列出客户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你的产

品

成本
列出固定的和变化的成本开销

收入
列出你的收入来源

1.不知道怎么搭配衣
服

2.看见他人好看的搭
配，想借鉴但不知道
哪里买同款

1.社区搭配师提供优质有针对性的搭配
指导教学；通过搭配测试定制个性化搭
配方案

2.市集功能大量优质商家的入驻，提供
商品购买渠道。社区分享的各个单品附

有购买链接，在市集中都可购买

1.搭配顾问+个性化搭配定制

2.购物助手+商品搭配化展示
购买

多为20-40岁的爱美女性

平时工作繁忙，业余时间较少，注重穿
衣品质，消费能力中等偏高

应用程序

朋友圈动态

小程序

公众号

用户市场占比

累计用户下载量

日/月均活跃用户数

产品复购率

1.目标专注：聚焦女性移动端购物

2.社群化搭配更高用户粘性和客单价

3.封闭式生态：1000家动态商家入驻

4.流量免费：让商家回归产品本身

产品研发
运营推广
人员
平台管理

商品销售额
商家入驻的佣金分成



用户行为分析 – 海盗模型

• 应用市场

• 好友邀请/推荐

• 线下品牌推广

• 微信公众号运营

• 游戏化的搭配参与活动，

吸引用户参与，比如全

民搭配师、猜搭配

• 提供多个时尚专题，多

方位了解时尚穿搭资讯

• 基于用户的个性化搭配

定制和个性化商品推荐

• APP功能设计：多样化的

穿搭指导让用户更懂穿搭，

比如穿搭手册、穿搭定制、

穿搭教程、优质穿搭

• 穿搭社区分享的搭配单品

都附有购买链接和详情，

用户可方便购买喜欢的商

品，符合用户场景消费

• “穿搭购”本身特性就能满

足用户需求

• 每日签到：签到抽免单大

奖，连续签到获购物优惠

券

• 商品销售，穿搭社区的

搭配分享会刺激用户购

买喜欢的产品

• 商家入驻的佣金分成

• 定期举办各种福利活动，

比如折扣商品、促销活

动，增加用户购买欲望

• 搭配购折扣

• 社区优质的搭配自发地

推动用户分享

• 用户看到喜欢的内容时，

就可以直接分享到QQ、

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

• 推荐奖励机制，激发用

户向好友推荐产品

• 邀请更多人参与游戏化

的搭配活动

如何让用户产生如
注册、登录行为

用户活跃

用户怎么找到我们？

用户获取

如何让用户持续使
用

用户留存

如何让用户产生支
付行为

收入

分享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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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主要包括穿搭手册和商品分类两部分内容。
穿搭手册指导用户购买合适的产品，商品分类引导用户根据需求类型快速找到合适的产品

商品分类
• 采用跳板式导航，列出
来商品的所有类别穿搭手册

• 采用陈列式导航推荐优质
穿搭方案

• 还采用滑动选项卡式导航
对穿搭手册提供不同场景
不同需求的分类选择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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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搭手册指导主页包括猜你想看和使用穿搭两部分。

猜你想看
是用户在实用穿搭中选

择过的类型

实用穿搭
根据风格、身型、场

合等将穿搭场景细化

分类，并在每个分类
中进一步细分场景。

旨在为用户快速找到

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

风格相
关的效

果图

风格相关
的推荐单

品

风格相关

的穿搭推

荐

穿搭手册主页 穿搭推荐详情页面

穿衣搭配界面内容丰富、功能全

面，为用户提供了商品购买的各

方面信息。搭配图片+风格标签+
商铺账号+单品购买链接+购买评
价+穿衣助手客服+联系卖家+喜
欢+搭配购+喜欢+购物车+分享

细分场景页面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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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功能主要展示各种类型用户的时尚穿搭照片，同时附上商品链接

若用户对搭配发布者感兴
趣，可以直接点击其头像，
进入发布者主页，查看其
动态、相册和商品

穿搭照片分类
将全部时尚穿搭分为小个子、
网红，关注、素人、微胖和
90后6类，便于用户分类选
择想看的时尚穿搭

发布者账号下显示身高体重
信息，便于用户参考借鉴，
选择合适的搭配方案

搭配图片下方展示了单品购
买链接，方便用户即看即购
买的想法

用户遇到喜欢的搭配，可加
入喜欢或者分享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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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穿搭功能主要是通过搭配测试生产个人的身材信息，并根据身题问题逐个提出搭配建议，生成搭配手册，还会生成穿搭关键词。

最后根据这些信息生成专属定制，每天推荐最合适的搭配给用户。

• 测试流程：身型选择->脸型选择->选择希望搭配解决的问题->选择喜欢的风格->填写身高、年龄和体重的基本信息

• 若用户不知道值得身型类型，还提供了“帮我选身型”功能，用户只需输入相关参数便可知道自己身型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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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搭配测试后生产个人的身材信息，并根据身题问题逐个提出搭配建议，生成搭配手册，还会生成穿搭关键词。最

后根据这些信息生成专属定制，每天推荐最合适的搭配给用户。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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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衣橱管理工具

产品定位
• 解决女性用户生活中遇到的衣橱混乱、搭配困难等问题
• 在工具基础上吸纳用户，逐渐提供给予用户衣服数据的新品电商实现流量变现。
• 逐步建立闲置衣服二次利用的女性服装交易平台

用户特征
• 主要面向20-35岁的女性用户，平时工作繁忙，业余时间较少，注重穿衣品质，消费能力中等偏高。
• 母亲用户群体，以孩子为重心

用户需求
• 年轻女性：可以快速整理和轻松管理衣物，不知道怎样搭配更合适
• 母亲拥护：为正在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建立儿童衣橱，方便管理孩子衣物

衣橱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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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衣橱模块包括分类查询、衣橱统计、猜你喜欢和我的搭配四部分

• 可根据衣物录入时的信息

标签进行分类查看各个标

签的衣物有哪些

• 包括全部、分类、标签、

颜色和季节6中查看方式
衣橱统计

• 可查看衣橱里的单品数和

花费总额，查看方式与分

类查询相同

• 费用统计的意义不大，用

户看了此数据不会产生任

何想法。首先，衣橱的衣

物可能是买了许久的，其

次存在某些衣物未录入价

格。数据真实性未知。

猜你喜欢

内容是单品的淘宝优惠券，

点击一件商品，便会告知

去领券选择领券后便跳转

到淘宝店
我的搭配是搭配日历中的

搭配方案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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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功能主要包括搭配日记和添加搭配两部分

• 添加搭配

• 添加的主要方式是选择图

片，利用手指在界面拖动

图片到任意位置，还可调

整图片大小和方向

• 平面上用图片搭配太具象，

不能感知到搭配是否真的

合适

搭配日记

• 点击最右上角图标便可进

入搭配日记功能，查看过

往的穿搭记录

• 但功能设置得太隐秘，不

易被发觉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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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录入功能流程是拍照/在相册选择图片->裁剪上传图片->上传图片->填写单品信息，即

可

• 填写的单品信息有：

• 名称、分类、备注信息、

颜色、价格、标签和季节

• 其中颜色选择不可以自定

义颜色，很有局限性，使

用不方便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结论以及启示

小红书和穿衣助手都是以内容为主，内容社区带动用户的线上消
费。即最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一致的“内容+电商”。小红书与海外
品牌合作，穿衣助手与优质品牌商家。APP是一个连接用户和商
家的平台。用户在社区被“安利”的产品可以立即刻在平台上购
买。这符合用户在线下真实消费场景的模式，用户在购物时，在
万千商品中迷茫了，通过他人推荐，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商品，便
立即购买。
在我们的产品中，是否采用内容+电商的模式？
APP是一个连接用户和商家的平台。用户在社区被“安利”的产
品可以立即刻在平台上购买。这符合用户在线下真实消费场景的
模式，用户在购物时，在万千商品中迷茫了，通过他人推荐，找
到了自己喜欢的商品，便立即购买。
在我们的产品中，可以借鉴这种“即看即买”的模式。

商业模式 社区内容
• 小红书的口碑营销是其特色，靠用户的口碑做好传播和营销，

主要依赖于社区内容的优质和真实，保证用户的信任感。用

户在社区中分享的笔记是自己真实生活经历和经验。但小红

书也爆发过“虚假种草”的信任危机。小红书通过建立内容

生产和监管的系统化机制、加强平台内容的审核力度、建立

“小红心”评分体系改善内容质量问题

• 在我们的产品中，可以借鉴这种“用户创造的UGC内容源
于生活”的方法。用户在社区中分享自己在生活中满意的穿
搭方案，写下搭配的效果与感受。但需要对内容进行严格审

核。

• 在我们的产品中如何把控内容质量问题：内容的合法性，和
商品的质量。基于技术和成本的考虑，可以借鉴小红书的
“小红心”评分体系功能。通过平台用户的投票打分/推荐，
筛选出优质又热门的搭配方案



陌生人社交产品



陌生人社交竞品目标

陌陌是于2011年8月推出的
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开放式
移动视频社交应用，是中国
的开放式社交平台
17年之前，是以“约炮神器”
而闻名的一款陌生人社交产
品，17年7月陌陌APP 8.0版
本进行一次比较激进的全新
大改版，开始甩掉“约炮神
器”的称号，形成了“直播
+”的泛娱乐社区转型。

探探是一个基于大数据智能
推荐、全新互动模式的社交
App。探探根据用户的个人
资料、位置、兴趣爱好等信
息，计算并推送身边与你匹
配的人，帮助用户结识互有
好感的新朋友
探探核心给予划屏“刷脸”
的交互方式展开，是“向右
划”表示“喜欢”，“向左
划”表示“不喜欢”这种形
式刷脸配对社交在国内的先
驱。

声昔是一款语音记录软件，
提倡用声音去记录心情和生
活。希望通过声音让沟通变
得更为真实，通过声音让沟
通变得更有效率。借助声音
这种介质，让情绪能够更好
的被记录，让情感能够更好
的去传递。
声昔以声音社交为中心，仅
支持采用声昔发表动态，对
于社区内容的把控非常严格，
是细分陌生人社交市场中较
为典型的案例。



陌陌是于2011年8月推出的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开放式移动视

频社交应用，是中国的开放式社交平台

17年之前，是以“约炮神器”而闻名的一款陌生人社交产品，

17年7月陌陌APP 8.0版本进行一次比较激进的全新大改版，开始

甩掉“约炮神器”的称号，形成了“直播+”的泛娱乐社区转型。

直播收入和增值服务收入，一直是推动陌陌营收增长的两大

主力。特别是直播收入，在陌陌从一款陌生人社交产品，演变成

“带有陌生人社交性质的直播产品”的过程中，几乎从零起步，发

展成了陌陌营收的绝对主力

陌陌

陌陌整体来说属于娱乐式交友，在机遇地理位置的陌生人社

交之后，将用户倒流至进一步的直播式交友，拥有直播平台的同时

也有附近的人功能，在陌生人社交的基础上增加直播互动的机会，

而且多人直播功能更是可以增加情感的同时为自己的直播增加人气，

多种多样小游戏还可以增进友谊。相对来说，陌陌经过几年的发展，

已经变得大且杂，并且在产品需求上，已经逐渐弱化了最初的社交

需求，更加依赖直播功能来获取流量。



商业模式分析 –精益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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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列出1-3个主要问题

解决方案
为每个问题描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独特卖点
独特的、清晰的卖点，这个卖点足以表明

你和其他产品的不同以及值得购买

门槛优势
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超越或复制的

优势

客户细分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关键指标
列出关键的数据以显示你的商业是

如何运作的

渠道
列出客户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你的产

品

成本
列出固定的和变化的成本开销

收入
列出你的收入来源

都市男女快节奏生活下
社交不便

都市青年男女基于社交
的娱乐需求

线下聚会联谊、社交
软件陌生人匹配、城
市同好社区

带有陌生人社交性质
的泛娱乐直播社区

用户增长率

DAU及MAU

头部主播数量

陌生人社交与直播相结合，
孵化优质内容和头部主播

大量女性用户，吸引男性
群体

从社交到直播，提高互动
深度，提高用户留存能力，
增加付费转化场景

社交软件的先发优势

头部主播形成壁垒
滤镜、美颜算法、匹配算
法等技术优势

营销活动

社群推广

广告

渴望社交的寂寞都市男女

渴望表达展现自己的女性

有社交娱乐需求的男性

都市年轻白领人群

获客成本

留存成本

内容孵化

运营和维护

技术 增值服务

直播收入



用户行为分析 – 海盗模型

• 应用市场

• 广告

• 朋友推荐

• 通过大量的年轻女性用

户和主播吸引男性用户

加入

• 基于LBS的陌生人交友

服务，满足青年男女的

寂寞需求

• 丰富的直播互动

• 丰富的直播玩法和高质量

的主播

• 通过软件结交附近的朋友

• 直播礼物、虚拟货币充

值收入

• 广告收入

• 会员增值服务

• 早期“约X神器”的现

象级全网传播

• 重度用户在陌陌上建立

社交网络

• 转型直播后的推广和优

质用户裂变

如何让用户产生如
注册、登录行为

用户活跃

用户怎么找到我们？

用户获取

如何让用户持续使
用

用户留存

如何让用户产生支
付行为

收入

分享

传播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探探核心给予划屏“刷脸”的交互方式展开，是“向右划”表
示“喜欢”，“向左划”表示“不喜欢”这种形式刷脸配对社交在
国内的先驱。

探探目前依然是以社交为核心功能的陌生人交友app，核心盈

利来源为增值服务和广告，因此，探探的商业化转型并不是非常顺

利。探探在2019年第四季度亏损金额仍然达到2.03亿元，付费用

户也仅为450万左右，庞大的用户总量和流量并没有为其带来应得

的收益。受制于僵尸用户过多、商业化步伐缓慢等问题，探探的商

业模式依然在探索的路途中。

探探

探探对比另两款软件，操作简单粗暴，十分简洁，特点就是

看脸，通过左滑右滑进行匹配，没有多余的操作，匹配过后进行

聊天，除了还能够发动态之外，就没有更多的功能设计。探探在

解决用户社交问题上面的思路很明确，通过第一眼的“眼缘”进

行匹配，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也可以让用户后续进行更好的交流。

但是通过“眼缘”来进行匹配也让探探的快餐社交属性放大，用

户难以找到真正交心的朋友。



商业模式分析 –精益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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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列出1-3个主要问题

解决方案
为每个问题描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独特卖点
独特的、清晰的卖点，这个卖点足以表明

你和其他产品的不同以及值得购买

门槛优势
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超越或复制的

优势

客户细分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关键指标
列出关键的数据以显示你的商业是

如何运作的

渠道
列出客户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你的产

品

成本
列出固定的和变化的成本开销

收入
列出你的收入来源

增值服务

都市男女快节奏生活下
社交不便

陌生人社交中难以找到
趣味相投的人，反而容
易被打扰甚至骚扰

线下聚会联谊、社交
软件陌生人匹配、城
市同好社区

双向匹配的陌生
人社交社区

用户增长率

DAU及MAU

匹配完成数及配对的后
续留存率

创新的交互形式，快
速匹配到中意的社交
对象，双向匹配才可
以聊天

社交过程便捷、轻量，
吸引年轻群体

交互方式的创新

匹配算法

营销活动

社群推广

广告

渴望高质量社交、喜
欢新奇事物、更关注
交友匹配度的年轻人

城市中的新潮年轻人

获客成本

留存成本 运营和维护

匹配算法



用户行为分析 – 海盗模型

• 应用市场

• 广告

• 朋友推荐

• 通过新奇的交互玩法吸

引解决陌生人社交难以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

特点吸引感兴趣的人群

• 快餐式的社交，让用户对

软件产生兴奋感

• 通过软件结交到朋友后建

立稳定的关系网络

• 广告收入

• 会员增值服务

• 国内“滑一滑”社交软

件鼻祖，引发现象级传

播

• 用户自发裂变

如何让用户产生如
注册、登录行为

用户活跃

用户怎么找到我们？

用户获取

如何让用户持续使
用

用户留存

如何让用户产生支
付行为

收入

分享

传播



喜欢 下一个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声昔所有输入操作均基于语音。可以将自己的心情讲给自己

听，也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心情分享到社区内讲给大家听。声昔整体

进行了校园情景化的处理，例如社区叫“操场”，朋友圈叫“宿

舍”，好友叫“舍友”，兴趣圈子叫“社团”。声昔整体强调弱关

系和陌生人，好友30天未互动会自动解除关系。

声昔

声昔是一款语音记录软件，提倡用声音去记录心情和生活。

希望通过声音让沟通变得更为真实，通过声音让沟通变得更有效率。

借助声音这种介质，让情绪能够更好的被记录，让情感能够更好的

去传递。

声昔以声音社交为中心，仅支持采用声昔发表动态，对于社区内容

的把控非常严格，是细分陌生人社交市场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商业模式分析 –精益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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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列出1-3个主要问题

解决方案
为每个问题描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独特卖点
独特的、清晰的卖点，这个卖点足以表明

你和其他产品的不同以及值得购买

门槛优势
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超越或复制的

优势

客户细分
列出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

关键指标
列出关键的数据以显示你的商业是

如何运作的

渠道
列出客户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你的产

品

成本
列出固定的和变化的成本开销

收入
列出你的收入来源

商家合作

陌生人社交质量偏低，
鱼龙混杂

年轻人尤其是文艺青
年渴望一种新奇且有
仪式感的社交方式

以声音为社交载体的轻
量化高质量陌生人社交
社区

用户增长率

DAU及MAU

内容数量及互动数量

创新的社交形式，严格
把控社区内容和用户质
量，让整个社区保持
“小而美”的形态，吸
引文艺青年用户

校园情景化的形式

创新的社交模式

细分人群门槛

广告
用户自发推广

渴望高质量社交、注
重仪式感且对新奇事
物兴趣盎然的年轻群
体

校园文艺青年

获客成本

留存成本



用户行为分析 – 海盗模型

• 新媒体宣发

• 广告

• 朋友推荐

• 以“声音”为载体，并

严格控制社区内容的新

奇小众且富有仪式感的

社交形式

• 风格化的界面和场景化

的交互

• 对于声音社交模式的认同

和兴趣

• 对于小众社区文化的认

可

• 在社区中建立起的稳定

社交网络

• 广告收入

• 商业合作

• 新奇的社交形式和小众

文艺的社区文化引发用

户自发裂变

如何让用户产生如
注册、登录行为

用户活跃

用户怎么找到我们？

用户获取

如何让用户持续使
用

用户留存

如何让用户产生支
付行为

收入

分享

传播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关键功能交互走查



结论以及启示

陌生人设计产品大致分为两类：传统的以陌生人社交和细分创新

的陌生人社交。

• 传统的陌生人社交以陌陌、探探等软件为代表，其核心功能以交友为主，

并没有太多的亮点。且由于陌生人社交的特殊性，也给平台带来了很多

问题，诸如用户与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用户留存难；商业变现难等等。

因此，诸如陌陌一类的传统陌生人社交软件近年来都尝试转型，弱化社

交功能，探索直播等新的增长模式。

• 细分创新的陌生人社交产品如以声昔、赫兹等APP为代表为代表，由于面向小

众人群，可以采取严苛的用户筛选和内容管理模式，社区质量较高。且这类产

品不论是在功能还是交互体验上，都很容易做出亮眼的创新。但是新鲜过后，

用户的留存以及商业变现是这类产品面临的最大问题。

结论 启示

• 作为概念性的陌生人社交探索，我们更应当尝试细分小众产品

的设计思路，大胆进行创新，探索互联网新社交的可能性

• 用户留存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规划应当成为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重

要考虑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