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端产品和无线端产品
的设计差异



随着手机终端设备的普及和智能化，目前
中国的手 机用户已超过了PC用户。如何能发
挥这些手机平台的价值，在为用户创造良好体
验的同时获得收益，是我们目前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正站在移动技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
十字路口，而移动互联网正式这一切的关键。
我将以手机网游为例，探讨一下PC端产品和无
线端产品的开发、运营和收费的差异。

前言



计算设备历史及发展预测

数据来源:摩根士丹利
移动互联网设备包括MP4、掌上游戏机等



用户群差异

数据来源：当乐网

除iPhone和Android外的手机用户职业分布



用户群差异

数据来源：当乐网

除iPhone和Android外的手机用户年龄分布

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不到整个手机用户的10%



用户需求

数据来源:CNNIC和CR-Nielsen 2009年8月联合调查



手机产品设计方向

为手机用户单独设计的产品：必须面对手机用户进行推广和销售，

实现自身价值。其推广、下载、注册、使用、消费必须全部在手机端完
成。

作为PC应用的延伸：可以从PC用户中获得大量支持，同时自身也需
要针对手机用户推广。

作为PC网游或应用的附属产品：完全为满足PC用户的移动需求服务，
获得PC用户的额外附加服务价值，部分使用环节必须在PC上进行，对手
机用户无意义。

80%的传统手机用户在一定时间内为收限制用户，无法使用PC端。
iPhone和Android的手机用户，99%是随时在线的，针对他们的产品设

计及体验是不同的。



产品设计差异

PC端 手机端

客户端 可进行复杂运算 运算能力不足，需要更多云端的支持；容量要尽量小

UI 复杂 需要针对手机的小屏幕进行优化

3D 强大 部分机型支持，但需求不明显

操作
有键盘及鼠标支持，
体验好

以9宫格或触摸操作，体验不好，需要重新设计。但其触
摸操作和重力感应等可带来不同用户体验。操作方式更类
似游戏机。

联网速度 快、稳定
差异大、不稳定、大部分用户带宽低，在这种情况下要考
虑用户应用的及时性及数据稳定性。

注册 简单 困难，需要引导

安全 好 差（容易被盗取密码、容易丢失、外挂简单）

功能差异 无法移动
移动使用、互动性强，可充分利用用户的碎片时间（但需
考虑是否有赢利意义）；适合信息推送、随时在线

定位及真实身
份

无
有，可实际出不同于PC的体验和功能，例如定位、拍照上
传。绑定信息方便支付。



手机典型应用

MOTO设计的Blur内置了大量社区交流工具，使用户随时随地可以分享信息，将手机变

成了一个社区终端，短信和Email亦被融入其中。



手机典型应用

你和朋友的所有信息，包括短信、照片、BLOG、邮件都被集中起来处理，所以的信息

将以人而不是信息种类为枢纽来联系，一键即可调用。



移动平台应用开发的魅力

开发工作量相对小，投入成本和时间少，进入门槛低。
由于移动平台的硬件处理能力，无法承载大型3D技术及大规模应用，

使开发者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软件功能和游戏的娱乐性本身，而不需要投
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在花俏的包装和CG动画上。

云技术的应用大规模出现，使移动平台获得了超过手持硬件本身能
力的大规模运算和数据处理能力，获得了和固定设备一争长短的资本。

3G网络的全面支持，使移动设备随时上网成为可能。
移动平台数量巨大，潜在用户规模极其庞大。
移动设备自身的特性是使用户具有身份真实、支付容易的特性，更

容易产生消费。
移动设备的随身特性是其成为用户接触时间最长的信息源，更容易

渗透用户。移动终端的普及，甚至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移动设备的操控性使其具备了地理定位、重力感应、触摸控制等固

定终端所不具备的特性，摄像头和听筒给设备装上了“眼睛”和“耳朵”，更
容易开发出具有创意的应用。

移动智能平台的出现，是应用开发可以实现跨平台兼容的特性，有
利于用户最大化，降低了开发成本。

开发环境友善，开源的环境更容易获得资源和支持。



开发投入差异

PC网络游戏 手机网络游戏

策划
需要考虑非常全面，设计游戏互动行为、
升级数据、经济系统、流失率及销售效
益等

在PC网游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虑手机
网游的特性，例如地图大小、操控按
键等

美术 工作量巨大，耗费周期2年左右 工作量很小，5-9个月即可

音乐 一般外包，工作量不大 基本没有

客户端程序
工作量巨大，耗费周期2年左右，甚至需
要购买专门的开发引擎

工作量很小，但需要进行不同机型的
适配开发，需要有庞大的机型数据积
累及测试，对程序员的经验要求超过
能力要求

服务器端程
序

工作量很大，对稳定性及安全性需要考
虑的非常周全

工作量和PC网游差不多，虽然不用考
虑太多的安全性，但由于客户端计算
能力差，需要更多的服务器端计算支
持。需要针对移动网络进行部署。

会员计费系
统

一般需要支持10-50万人级别同时在线，
系统规模及投入很大

一般需要支持1-5万人级别同时在线，
开发投入不大，但随用户增长需要不
断追加开发投入

投资资金 500万-1500万左右 100万-600万左右

投入人力 30-100人 10-30人

投入时间 1.5-2.5年 5-12个月



手机产品适配平台

Symbian（塞班）：由诺基亚、摩托罗拉、西门子等几家大型移动

通讯设备商共同出资组建的一个合资公司，专门研发手机操作系统。
Symbian完全能够满足中高端智能手机和高端商务手机的需求。但是
Symbian系统基本控制在诺基亚手中，开源性不够、高级版本的软件发布
必须到认证机构签名、对新一代触摸操作方式支持不够完善，是它的弱点。

Windows Moblie：微软是专门针对移动设备开发的操作系统。和
Windows系统一脉相承，兼容性很强，程序开发容易。但由于微软的垄断
模式，造成了系统相对封闭，手机厂商很难把其当作自己的系统来看待。

Linux：开放且免费的操作系统，所以不少手机厂商也把Liunx移植到

手机上使用，例如摩托罗拉。但是由于各公司都是自行移植，并没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所以各家的Liunx手机和开发出的程序也无法兼容。

以上兼容JAVA的平台，大约可覆盖中国手机用户的50%以上。



手机产品适配平台

MTK：联发科技作为芯片厂商提供给手机厂商的是将芯片、手机开发

所需的软件平台和第三方软件一起打包的平台，可以提供满足高、中、低
不同硬件和功能需求的解决方案。但这不是一个智能手机系统，本身的扩
展能力非常低下。

MTK占据了中国目前50%的用户，但是价值不大，需要和中间件厂商
合作才能开发和推广。

独有操作系统：各手机厂商还开发了许多自己独有的操作系统，例
如Palm、黑莓等。这些系统虽然有着独特的功能，但因为相互之间不兼容，
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手机产品适配平台

iPhone：Mac OS X本来是苹果电脑的操作系统，现被移植到了目前最
为时尚的手机iPhone中。它的性能和效果在发烧友中引起了疯狂的追捧，

可以提供流畅的操作和强大的多媒体功能。虽然其商城模式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但是开发必须通过Mac电脑完成。除了苹果自己之外，也不会有其
它的手机制作厂商使用。

Android：由Google倡导并刚刚推出不久的操作系统，基于Linux的操
作系统Android。内置了Gmail、Google Maps等Google的服务。Android和

其它操作系统最不一样的是其资源完全开放，所有厂商和用户都可以免费
获得并使用它的源代码。目前摩托罗拉、三星、LG等很多厂商都计划要
推出使用Android的产品。软件开发者和手机厂商都可以通过这个开放的

系统积累资源，轻松的提升开发能力，降低手机的开发成本和时间并提高
不同品牌手机的应用兼容性。

新兴起的平台用户数量少，但开发和使用体验好，潜力巨大。甚至
有些应用必须在这些平台上才有意义。

作为开发者，要尽量适配更多的平台，才能获得更多用户，但是要
考虑投入产出。



iPhone VS Android 开发环境

iPhone
系统：以开放代码的Darwin为基础衍生出的OS，和苹果电脑的Mac OS 

X使用的是相同的系统核心。
语言：根据Objective-C语言所开发出的程序语言、Ccoca使用者界面
开发设备：Mac
开发环境：iPhone SDK
SDK价格：99-199美元
语言：支持多国语言

Android
系统：以开放代码的Linux为基础衍生出的OS，可用于手机、笔记本、

MP4等各种设备，其操作系统大部代码都是开源的。
语言：参照Java语言所开发出的程序语言、UML使用者界面
开发设备：PC
开发环境：Eclipse 3.4
SDK价格：免费
语言：支持多国语言



运营差异

PC网络游戏 手机网络游戏
内测周期 1-3个月 1-3个月
外测周期 1-2个月 1-2个月

产品寿命 1-5年，成功产品已连续运营超过7年 目前看寿命在2年以上

产品更新
一般3个月-1年左右更新一次，需要不断推出资
料篇

各产品不定

数据分析
需要根据用户行为不断调整游戏内容、开发新功
能。只有有强大数据分析和后期开发能力的产品
才能成功。

各产品不定

游戏活动 配合节假日、促销等需要不断推出活动 各产品不定

新用户月流失率 70-90%左右 70-90%左右

月平均用户收益
（按面值计算）

50-200元左右 50-200元左右

用户规模
估计目前有产品超过300个，平均在线规模在5千
人-120万人不等，分化非常大。海外引进产品大
约有30%

估计目前有产品50个左右，平均在线规
模在1千人-2万人不等。全部为国产产品。

收入分成
研发公司一般获得毛收入的20-40%，代理运营公
司获得剩余收入（但需支付渠道成本及和其它合
作平台的分成收入）

CP和SP一般按5：5-2：8的不同比例按实
际收入分成

运营投入资金
第一年投入至少1000万以上（包括硬件投入、带
宽投入、人员工资、行销推广等）

各公司投入不等，但远低于PC网游，主
要是用户规模不大造成的。



维护差异

PC网络游戏 手机网络游戏

服务器部署 一般为800-1200人/组服务器 一般为800-1000人/组服务器

带宽部署

需要考虑老网通和老电信网络的互
联互通，在两条线路上都部署设备。
同时要提供庞大的FTP带宽用于客户
端下载（客户端一般为1G左右）。

一般部署在移动和老联通机房，投入费
用相对比较少（客户端一般为300K左右，
不用投入大量下载带宽），但需要对移
动网络进行优化，并提供SOCKET以改善
用户使用品质。

日常维护 平均1周停机1次左右 平均1周停机1-2次左右

私服 成功产品很严重 目前未发现

外挂 成功产品很严重 比较严重

网络攻击 成功产品很严重 不太严重

硬件成本投入 大约1-3万元/千人在线 大约1-3万元/千人在线

带宽费用投入
约占月全部成本支出的10%左右，需
要根据用户规模成长不断投入

比PC网游稍小，但同样需要根据用户规
模成长不断投入，用户规模越大比例约
高

网站
需提供WEB网站展示资料和更新，有
一定的WEB制作成本

需提供WAP网站展示资料和更新，WEB站
是否提供关系不大



推广差异

PC网络游戏 手机网络游戏

方式

以地面推广、WEB广告、软性公关、报纸杂志、
异业合作和口碑传播等综合推广，方式灵活
多样，并通过明星代言等方式提高知名度间
接影响用户。

主要依靠运营商平台吸引用户，并以FREE WAP
渠道广告为补充，推广方式单一。主要因为用
户不够集中，难以有有效且成本可控的方式对
潜在用户进行推广。

合作模式
包括和WEB门户的合作、异业合作及各地电信
运营商的分成合作

无法和各地电信运营商合作以充分发挥各地的
资源优势

人力投入
公司直接投入10人左右，在密集推广期的地
面推广临时人力可达到500-3000人

公司直接投入10人左右

费用投入
发展1万人在线至少投入200万以上，随用户
规模扩大需要不断投入，但通过口碑传播可
降低后期广告投入成本。

依靠运营商平台基本无需广告投入，自行推广
则需持续投入广告（但不包括iPhone等面向海
外商城的产品）

用户规模 4300万（游戏工委2008年底统计数据） 估计为500-1000万

潜在用户规模 估计为1亿以上
估计为7亿以上，但其中的活跃无线网络用户
太少，且无法支持MTK机型造成无法转换全部
用户，所以有价值的潜在用户估计1-2千万。

用户构成 以学生和年轻人为主 以年轻人为主，但学生比例相对PC网游比较低



收入差异

PC网络游戏 手机网络游戏

客户端销售 以网上下载为主，渠道零售为辅 基本全为网上下载

收费方式
绝大部分产品均为免费使用、道具收费，
但也有几个非常成功的产品采用月费或
时长模式。

绝大部分产品均为免费使用、道具
收费

收费渠道
自行发卡收入占60%以上，网银支付、
IVR代收、其他卡补充等占40%以上

依靠运营商收费，不支持网银支付。

渠道成本 各渠道总计平均后为20%以下 40-60%

帐期 1个月内，甚至可预收1-3个月货款 1-6个月



手机游戏收入构成

PC网游收益超过300亿/年，手机网游估计为3-5亿左右。

手机单机游戏和手机网游的主要收入来源：
运营商平台：移动百宝箱、G+、联通、电信
QQ游戏平台
Free Wap推广
MTK
手机内置

智能平台的创新收费模式：
下载收费
功能收费
广告收费
合作运营分成及单机游戏网络化

开发单机应用（游戏）和联网应用（游戏），收入来源区别巨大。
商城模式目前在国内刚刚起步，主要还是面向国外的用户和市场。



智能移动平台推广的魅力

移动智能平台的出现，特别是商城模式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开发者
发布自己应用的成本。

中小开发者、甚至是个人开发者，都能以很低的应用向用户发布产
品，使产品发行渠道不再垄断在大型软件开发和发行公司手中。

用户定位清晰明确，同时保持了一定的兼容规格，更容易找到目标
用户。

只要开发者愿意，就可以将自己的应用迅速发布到全球市场，能够
直接面对大部分国家的不同语言、习惯的用户，真正实现了市场全球化。

标准的商城模式，使软件的下载、更新更加方便、准确，用户使用
更容易，对内容更信任。

商城附带的支付模式，解决了收费问题，无需开发者再自行考虑。
统一的发布渠道降低了发行的成本、上架成本低廉，降低了大型开

发者的议价能力，更有利中小开发者。
通过商城模式，产品可以预装到过去无法覆盖的MOTO等大品牌的手

机，扩大用户量。

预期到2014年，全球应用下载将超过187亿次、销售额超过200亿美
元，并在下个5年内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是机遇也是挑战

虽然发行渠道已经畅通，但是开发者仍需要开发出高品质的应用，
才能获得巨大而稳定的收入：

进入门槛的降低，带来的是大规模的竞争，没有创意和特色的产品
很难吸引用户。

大量开发者的进入，使应用数量巨增，用户如何才能找到自己需要

的应用是一个问题。开发者仍然需要自己投入资金和精力对当地市场进行
宣传、推广，才能引起用户的重视。

发行渠道仍然垄断在少数移动运营商和手机厂商手中，开发者必须
遵照商城运营商的“游戏规则”，仍有内部交易和黑幕的存在。



•  筹备于2007年底 ，正式成立于2009年2月

•  总部位于中国北京，在西安、台北和美国洛杉矶拥有运营中心和分公司， 全球拥
有超过100名员工。

•  代理20余款手机应用及游戏，在App Store及Google Market成功发布， 包括备受
瞩目的 aHome、aFile、aReader等。

•  拥有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Android媒体——机锋网。

•  拥有国内最受好评、功能最多的Android DIY版解决方案。

About   mAPPn



关于aMarket

真正面向中国用户的专业下载超市

aMarket为迈奔无线于2010年2月推出的
基于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下载超市，通过
内置在aHome OS操作系统的客户端程序和
Web页面向用户提供产品展示、下载、体验、
支付和用户反馈的一体化服务。使用aMarket，

用户既省去了到处寻找各类应用的麻烦，也
免除了对程序品质和安全性的担心。



谢谢

我的联系方法是：
迈奔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李鹏
手机：13910741871
EMAIL：lipeng@mappn.com
MSN：basaralee@hotmail.com
Gtalk：lipeng@mappn.com
QQ：78719245
Android专业门户机锋网：www.androidin.net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西区16号楼2302室
邮编：100022
电话：+86-10-59005908
传真：+86-10-590059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