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木鱼统计产品介绍及案例分享
（热力图、自定义页面分析）

百度统计



自定义页面分析热力图



进入热力图：点击“站点分析”->“热力图”tab进
入报告页

条件选择区域，包含：
• 预览页面：可下拉选择该基木鱼账户下任意一个

有数据的页面
• 页面范围：默认与预览页面一致，也可通过「通

配」的选择，进行页面组的统计
• 筛选条件：与自定义页面分析筛选条件一致

点击触发查看热力图

切换选择：查看点击分布图/注意力分布/浏览触达图

条件选择区域，包含：
• 快捷时间控件：今天/昨天/过去7天/过去30天
• 自定义时间控件：可任意选择近30天数据
• 设备：不限、手机（横向）、手机（纵向）
• 点选/框选选择控件

图表展示区

【产品demo】

热力图分析功能简介

热力图：多维度全局热力图分析，还原用户使用场景



概括说明：是以特殊高亮的形式显示用户页面点击位

置或用户所在页面位置的图示。借助热图，可以直观

地观察到用户的总体访问情况和点击偏好。

指标区域：包含页面点击数、浏览量指标

hover页面元素：展示该元素所对应点击数及占比的
蓝色浮层

当点击该元素时，展示该元素所对应点击数、聚焦度
及细分数据

通过维度筛选进行该元素的细分数据查询

使用场景概述：通过点击分布图，可监控用户误点击
行为，如空元素、图片非跳转链接等场景，进而帮助
用户优化网站布局、提升转化。

【产品demo】

热力图分析功能简介-点击分布图



概括说明：用户在某个页面区域停留查看的时间越久，
该区域颜色越热。

指标区域：包含平均停留时长、浏览量指标

hover页面元素：展示该区域所对应的平均停留时长
情况
• 当点击该元素，展示该区域的平均停留时长及细

分数据
• 通过维度筛选进行该区域的细分数据查询

使用场景概述：通过注意力分布图，可全面分析当前
页面用户浏览热度情况，通过总结用户感兴趣的内容、
样式等影响热度因素，来增加页面停留时长&提升后
续转化。

【产品demo】

热力图分析功能简介-注意力分布图



【产品demo】

概括说明：以当前PV下，用户浏览的最大高度来计

算页面整体浏览分布情况。

指标区域：包含平均停留时长、浏览量指标

页面默认展示100%、75%、50%、25%四根浏览
线

使用场景概述：通过浏览触达图，可全面监控页面整
体浏览分布情况，帮助类似新闻、电商类网站分析文
章、订单详情页浏览聚焦及分布情况，进而实现布局
的优化、吸引用户、完成转化。

hover页面元素：展示用户浏览到这里的占比分布情
况

热力图分析功能简介-浏览触达图



热力图分析功能简介-专家洞察版

①

②

功能入口：

步骤一：点击图中①的版本切换

button

步骤二：选择图中②所示新增的

版本选项“专家洞察版”

热力图专家洞察版是对 “点击热力图、浏览触达图与注意力分布”三个功能的融合升级。它的主要特征有：

• 提供更多页面综合指标（如滑动率、首屏退出率）及其对应业界参考值，以供分析师更好评估落地页表现

• 提供“全局视角”，展示指标的随落地页变化的完整曲线，更直观了解用户在“浏览时长”等行为下的整体表现。

• 提供“洞察视角”，通过对“首屏”“控件”和“异常值”的识别与标注，帮助分析师更快速的定位问题所在。

• 支持进行“多视角”的综合分析，如结合该区域：控件类型、展示内容以及用户 的“退出行为与浏览行为” 等多个指标结果，更加综合全面的判断该

区域真实落地页使用效果。未来会进一步拓展支持同时分析 对转化影响因子得分等更多指标。



热力图分析功能简介-专家洞察版

界面操作介绍

• 区域①： 切换“浏览时长”分析与

“退出行为”分析。

• 区域②： 显示该页面的核心评估指标，

可重点关注与业界值的对比

• 区域③： 显示当前分析的页面渲染图，

与区域④“滑块”停留的位置保持同

步，实现联动可视化分析

• 区域④： 完整展示当前页面核心指标

的“全景曲线”，帮助快速定位“浏

览时长高值或低谷”等位置，并可结

合洞察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 区域⑤： 调整区域④所需展示的智能

识别结果，包括“首屏、控件类型

（表单、视频）、异常值（浏览时长

或退出率高值点）

②

③

⑤

①

④



页面指标：可选包括3大类，36个指标

选项示例

按维度查看：选择希望查看已选指标在哪些
维度下的数据情况，如选择“百度推广渠
道”，则可分析不同推广渠道的指标

筛选条件：如希望只分析满足某种条件数据，
则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进行过滤。如选择“地
域=北京”时，表格中所有数据仅是北京的数
据（维度选择影响展示列标题，过滤条件与
维度无关）

数据结果展示：可选择数据的“日期范围”、
可视化展示的方式等

自定义指标：按照事件模型定义指标

【产品demo】

点击“站点分析”->“自定义页面分析”tab
进入报告页

自定义页面分析功能简介

• 自定义页面分析：页面核心流量指标、行为指标的多维下钻分析



拖动，更改指标顺序

快速删除已选维度

输入具体过滤条件

支持多种匹配方式

点击更改数据排序方式

点击切换数据汇总方式

点击切换数据图表

自定义页面分析功能快捷操作方法



u 环节①：选择分析条件。其中“页面指标”必选，“按维度查看”与“筛选条件”是可选项。

u 环节②：点击开始分析button

u 环节③：查看生成的数据结果

u 环节④：非必须环节。

ü 如需修改结果的展示时间范围、可视化方式等，可操作调整可视化结果控件。该环节的操作将直接刷新数据结果，无需

再点击“开始分析”button

ü 如需修改分析条件，则回到环节①，修改分析条件后，仍需重新点击“开始分析”button

u 环节⑤：非必须环节。如需导出数据结果，可进行导出操作。

自定义页面分析功能操作使用逻辑



















自定义页面分析热力图



竞价对手太多，每分每秒都在调价

下单流程复杂，你以为我愿意？

方便电销工作，表单不复杂行吗？

抢量太难，拓词累到吐血

看不到分词/物料效果 “蒙眼式”优化

想投的好就得优化得细，越细越忙不起

分析半小时，做表一上午对手太阴，总点我们广告

优化师焦虑 运营焦虑

老板焦虑

落地页效果差？凭啥说我设计的不好？

总部老师可能未必体会过我们的的肉疼：CPC5块钱一个点击买一个访客，转化率最好情况也就2%，
也就是250块钱才能投出一个付费的顾客来。最要命的是访客说丢就丢，根本不知道折再哪一步了，
找回就更不可能了，有技术的公司可以翻翻网站日志，一般的小公司除了喊肉疼也没啥办法…

----某招商加盟站广告主

访客为什么没有变成顾客？

推广客户最焦虑的场景

你说LP转化率差，你倒说说差哪了？



广告主面临的难题：访客到店后，为什么没买就走了？

店面：广告主LP/官网/基木鱼页面

装修太丑？
落地页不美观

他们没买可能的原因

缺导购？
缺少转化引导

收银太慢？
表单流程复杂

店门太窄？
页面载入性能差

堆头太杂乱？
冗余信息过多

摆放位置太深？
促转化信息靠下

缺个广告大屏？
缺少视频元素

走廊太长没摆商品？
过渡元素过多

收银台太少？
转化入口太少

收银位置不合理？
找不着 or 进门就付款？

落地页的优化与投放端的优化同样重要！



案例1：给TA最好的购物体验

Ø 某电商客户：APP下载，投放信息流，APP新注册用户（深度转化）

我想获取更多用户

我不想让潜在顾客流失，怎么办？

• 用【点击分布图】看用户在页面中

的真实点击行为

• 在用户密集点击区域添加转化组件

logo加下载组件，

激活上涨25%

为什么有收银台却

无法收银？

广告主



案例2：让TA看到想看的东西

PV挺多的啊，点击为啥这么少？

转化为啥这么差？

• 创意内容一定要与落地页内

容匹配

落地页调整后，

页面点击、下载均有大幅上涨

找不到能使用

优惠券的商品

没有热点？

点击高？

Ø 某电商客户：APP下载，投放信息流，APP新注册用户（深度转化）

广告主



案例3：引导TA做更多浏览

我就要看“沃兰多”，你却让我看了个车展？

这车还不错，点去看看！

我想让更多人往下滑，怎么办？

我的页面布局该怎么设计和调整？

• 页面上下主题内容保持一致
• 如希望用户有更多浏览，可通过添加图标

或内容的方式引导用户
• 用户点击多、感兴趣的内容的往前移，同

时适当增加表单，有助表单搜集的提升

首屏以下用户浏览

上涨30%

展位1 海报位 展位8

只有25%的人看完首屏后继续浏览

展位2

······

用户点击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首屏

Ø 某汽车品牌客户，投搜索和信息流，收集表单。

广告主



Ø 某品牌加盟客户，信息流投放，收表单。

案例4：让TA少走弯路

分析：用户不感兴趣，或快速

划过希望尽快找到想要的信息。

策略：内容优化，长度收敛

表单量提升6.6%
表单成本下降17.4%

我的用心装饰，用户却匆匆走过，

没有多看一眼？

优化3屏→2屏：



案例5：让TA了解感兴趣的商品
Ø 某生活服务类客户：表单收集，投放信息流和搜索

PV挺多的啊，点击为啥这么少？

转化为啥这么差？

• 表单类页面，可以在高亮处增加

跳转承接页，引导用户填写表单

加入承接页后，

表单量提升16%

我想进去看看，但是门怎

么打不开？

立即获取报价、获取北京

保姆报价、平台对比优势3

个位置有高亮点击，说明

用户可能想要了解更多，

但并没有内容承接。

广告主



l 广告主想要高质量线索，但表单

内容太多数量又太少，表单设置

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Ø 某教育客户，

信息流投放，

收表单。

案例6：让TA流畅的买单

从6项改成4项，

表单成本下降10%!

通过【点击分布图】看表单中每一项的用户

点击，如果每一步都在均匀变少，尝试减少

表单项，缩短用户决策时间；如果发现某一

步大幅减少，优化或删除当前项内容，比如：

将用户填写项改为用户选择项。

为什么到了收银台却没买单？



竞品IP

单页面站点，每天1个

UV却有很多个PV

每次访问，都是相同的

时长。。。

1个搜索词，1个用户1天

内访问了很多次

商盾ID：落地页网址中的“？sdclkid=xxxx 或 & sdclkid=xxxx

无效点击减少30% ！

每天预算2-3000

随便点几下好几十就没了

钱花贼快，用户没带来几个

恶意点击防不胜防

Ø 某汽车客户，投放信息流，考核有效表单成本

1.揪出来：在自定义页面分析中揪出符合作弊特征的 IP 2.挡出去：记录商盾 ID和 IP后登录商盾屏蔽掉

坏人从此无影踪

1个UV，多个PV

1个用户，1个搜索词，多个访问

多次访问，相同时长

案例7：让恶意的TA不再进店



Ø 某生活服务类客户，信息流投放收表单，想要尝试在页面中增加视频来促进表单转化，希望能有办法来监控视频效果。

精心准备的视频

用户真的爱看吗？
1.看 TA 是否有被视频吸引？——看播放率

2.看 TA 是否对视频感兴趣？——看播放完成率

3.看视频内容是否需要优化？——看播放进度

案例8：用你的视频转化TA



案例9：找到更多潜在的TA

需求：APP下载类客户，投放搜索，获取APP新付费用户

痛点：看不到分关键词的激活量、深度转化数据

拓词的试错成本高，看不到每个词的激活成本

我想花钱，但不敢放量

• 计算点击下载按钮到深度转化的转化率，
基于转化率算出下载按钮点击成本

• 找到符合成本的词提价投放，成本差的
词控制投放

• 根据页面转化率（下载按钮点击/页面PV）
+成本+按钮点击量找出潜力词，加
ocpc包投放

潜力词加oCPC

包投放，日均消

耗上涨14%
页面转化率（下载按钮点击/PV）

高，下载按钮点击成本符合消费

少、下载按钮点击次数少

潜力词：

每天都有很多顾客在我

这里买商品，但我却从

不知道顾客从哪里来

广告主



访
客

顾
客

最好的购物体验
让Ta找到想要的东西

让Ta浏览更多
让Ta可以了解感兴趣的商品

让Ta少走弯路
让Ta流畅的付款

让“恶意”的Ta不再进店
用视频转化Ta

找到更多潜在的Ta

还原用户行为，洞察用户意图，提升用户体验

基木鱼统计

基木鱼统计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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