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应用搜索行业报告 



报告摘要 

移动应用分发市场发展迅速，但用户与开发者之间供需匹配矛盾日益突出，应用搜

索应运而出； 

 

目前应用搜索行业的资源储备已经成熟，APP资源数量已经接近于2004年网站的数

量； 
 

但限于技术门槛较高，目前应用搜索的核心是功能搜索技术，即根据用户主动搜索

需求推荐最合适的APP； 

 

未来应用内搜索技术可针对主动搜索需求直接推荐应用内内容，大幅降低用户使用

门槛；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技术更是能够让应用搜索真正成为用户的贴身助手。 



Android应用市场发展迅速，应用数量半年增长80% 

Android应用数量及增长率(单位：万)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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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同时，用户与开发者之间APP供需匹配的 

矛盾开始凸显… 



用户：不知道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应用… 

见朋友用过一个APP查机票价格，但名字忘记了，

怎么办？ 

 

排行榜上的应用都玩腻了，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应用列表一页一页翻着看太累人，怎么才能快速找

到想要的应用？ 

 

别人说安卓上应用有几十万个，为什么用起来还是

感觉不够？ 

 

…… 



开发者：缺乏高效、成本可控的推广渠道 

目标用户到底是谁？有什么样的行为

习惯？ 

 

囊中羞涩，怎么花最少的钱最大程度

地提升APP的曝光率和效率？ 

 

怎么让用户知道我的APP功能？ 

 

用户想用我的APP，但不愿意下载安

装怎么办？ 

 

…… 



应用搜索 
是解决供需矛盾最有效的手段 

 

应用搜索定义： 

指的是服务商对APP形态的信息及功能进行抓取，通过一定算法匹配出

最贴合用户需求的内容并将内容直接推荐给用户的一种服务； 

 

目标： 

打破APP外壳的束缚，像搜索网页一样搜索APP内容。 



应用搜索是网页搜索的延伸 

网页内容 

APP内容 

网页内容 

APP内容 

网页搜索 

网页搜索 

应用搜索 

面积大小代表资源的丰富程度 不可搜索 成熟的搜索 新的搜索领域 

传统PC搜索抓取网页内数据已能

满足用户搜索需求 

移动APP的壮大，产生了很多

网页端没有的内容； 

 

应用搜索通过抓取APP内数据

弥补网页端内容的不足。 



应用搜索服务可在各种客户端或Web上落地 

百度搜索中落地 搜索直达 其他Native APP中落地 语音助手中落地 



目前，应用搜索发展时机已经成熟， 

但受搜索技术所限，仍处于 

发展初期阶段… 



2013年移动应用的数量已接近于2004年PC网站数量 

2004年 2013年 

中国PC网站总数 

中国PC网页总数 

移动APP 67万 

6.5亿 

44万+ 

Web搜索行业 
百度成为 

全球第4大网站 

数据来源说明：网站、网页数据来源于CNNIC 

突破APP外壳，抓取到APP内

的数据，是应用搜索市场快速

发展的关键。 



APP相关Query的搜索量增速超过终端 

Android终端规模与APP搜索量增速比较(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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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搜索带来的APP下载量迅速增长 

2012年1月 2012年2月 2012年3月 2012年4月 2012年5月 2012年6月 2012年7月 2012年8月 2012年9月 2012年10月 2012年11月 2012年12月 

百度移动应用搜索带来的日均APP下载量 

+465% 



但现阶段应用搜索技术突破的重点只是在功能搜索方面 

功能搜索的特点： 

一方面对用户的主动搜索请求进行解析，通过数据挖掘识别可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 

另一方面在APP库中，将符合要求的APP通过智能算法推荐给用户。 

百度功能搜索：分别搜索“转账”和角色扮演 



与网页搜索相比， TOP应用搜索的Query仍过于狭隘 

精准需求 寻址需求 泛需求 榜单需求 

微信 淘宝网 安卓市场 游戏 

qq 淘宝 三国杀 手机游戏 

杀神 qq空间 手机主题 安卓游戏 

手机qq 京东商城 斗地主 游戏下载 

新浪微博 糗事百科 主题 安卓软件 

qq2012 起点 导航 小游戏 

快播 手机腾讯网 手机壁纸 手机游戏下载 

uc浏览器 人人网 安卓市场下载 游戏下载免费 

微信下载 凤凰网 3d字谜 单机游戏 

手机qq下载 小说阅读网 音乐下载 软件 

应用搜索Query TOP10 (12/31/2012) 移动搜索Query TOP10 (12/31/2012) 

安卓简版 安卓炫版 iOS简版 iOS炫版 

武动乾坤 百度 违章查询助手 春节红包 

遮天 瓮 北京违章查询助手 ios6.1完美越狱 

百度 红包 武动乾坤 百度 

双色球 双色球 遮天 红包 

百度红包 遮天 绝世唐门 双色球 

微信 baidu 韩国学生印度遭迷奸 韩国学生印度遭迷奸 

绝世唐门 武动乾坤 司机秘书 武动乾坤 

淘宝 韩国学生印度遭迷奸 驾考宝典 搜红包 

baidu 双色球开奖结果 小米司机2.0 6.1完美越狱 

淘宝网 安卓市场 双色球 遮天 

应用搜索的Query多为具体的应用名或应用类型，范围较窄； 

 

移动搜索的TOP Query则更具有时效性，涉及范围更广更贴近人们生活。 



中小应用搜索服务商的搜索质量仍面临技术门槛 

部分应用搜索目前对于功能搜索，比如搜索“9100怎样截屏”时返回的搜索结果质量较差 

部分搜索服务商搜索质量面临技术瓶颈 百度网页搜索的技术优势延续到了应用搜索 



未来，借助应用内搜索和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技术， 

应用搜索体验将得到 

革命性的提升… 



应用内搜索技术将大幅降低用户到达新应用的门槛 

应用内搜索直接返回搜索请求相关的内

容，用户无需下载安装APP 

信息获取 
应用内信息被包上壳，无法使用传统的搜索爬虫

直接抓取； 

 

数据格式的标准化 
大量杂质信息存在，匹配方式与原则较网页搜索

更为复杂； 

 

搜索结果排序 
大数据挖掘，智能算法提升搜索结果质量 

百度视频 

分集观看 

应用内搜索的技术门槛 



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让手机真正成为用户的贴身助手 

搜索”什么时候去香山看红叶好” 

什么时候去香山看红叶好 自然语言的识别与处理 
需的技术储备以及语料库要神经网络Deep learning

的长期的建设和积累； 

 

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结果个性

化更为明显 
不同场景、不同时间甚至不同人都需要展示不同的

搜索结果，对于搜索服务商的数据积累和挖掘能力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面临的技术门槛 

什么时候去香山看红叶好 



总结 

• 应用搜索是一种服务，作为网页搜索的补充，把APP中符合用户需求的内容直接推荐

给用户； 

• 与网页搜索一样，应用搜索是解决用户与开发者之间供需匹配矛盾的有效手段； 

• 技术能力是应用搜索体验提升的关键，应用内搜索以及基于自然语言的搜索技术的突

破将是行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附录一：移动应用分发相关数据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Android移动应用分发量半年增长90.8% 

Android应用分发量增长速度 (2012年) 

+90.8% 



图书类应用数量增长最快：季度环比增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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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应用数量Q4环比增长43%； 

 

其中，书籍阅读类应用数量Q4环比增长率最高，达到67%；占所有应用数量的比例由16%增长至19%，稳居第

二。 



娱乐类应用分发量增长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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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生活实用 

影音图像 

系统安全 

网络社区 

书籍阅读 

壁纸美化 

地图导航 

理财购物 

学习办公 

其他软件 

2012年，Android手机向中低端市场迅速普及； 

 

娱乐类应用(游戏与影音图像)在分发量比例上增长较快，2012年下半年两者合计增长8个百分点；而生活实用类应

用下降明显。 

不同分类Android应用分发比例(2012年) 



附录二：相关应用下载 
 

 

百度手机助手 百度 百度语音助手 



附录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数据研究范围： 

基于Android手机平台，不包括iOS等其他手机平台； 

 

数据来源： 

如无特殊说明，报告中数据均来自于百度移动搜索、百度移动应用以及百度其他

相关移动产品的综合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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