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认识微信公众平台 

【学习目标】 

l 了解什么是微信和微信公众平台 

l 了解个人微信与微信公众平台的区别 

l 了解微信公众平台的价值与作用 

l 掌握微信公众号的类型与划分方法 

【导读】 

每天临睡前要拿起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哪些恩爱小夫妻又在撒狗粮，哪个好友又去胡 

吃海塞……早晨起来也要刷刷朋友圈， 看看谁又熬制了心灵鸡汤， 谁的劲辣早餐唤醒了我们沉 

睡的食欲……聚餐除了舌尖上的享受， 更要炫炫美食拉拉仇恨， 上下班路上更是要哭诉下拥挤 

到“蓝瘦香菇” ，手机、微信、朋友圈，成了大家的生活必需品。可是你真正地了解微信吗？ 

你知道微信除了朋友圈还有哪些功能吗？我们玩的微信和企业玩的微信有差别吗？带着种种 

疑惑，赶紧来重新认识下微信吧。 

微信能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信息、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用户可以通过 

微信与好友进行多种形式的沟通，类似于短信、彩信等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是在微信基础上新 

增的功能模块，通过这一平台，个人和企业都可以打造一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和特定群体进行 

全方位沟通、互动。 

据腾讯数据显示，截止 2016 年 4 月，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已破 1000 万，微信每月活跃用 

户已达到 5.49 亿，用户覆盖 200多个国家、超过 20种语言，微信及微信公众号的火爆趋势还 

在继续上涨，想不想加入其中，做个优秀的微信营销人？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微信给企业带 

来的诸多利益吧。 

本章节主要介绍微信的发展，微信公众平台的价值和作用以及个人与企业如何选择微信 

公众号类型。通过对本章节的学习，你将对微信及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日后工 

作中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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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微信公众平台简介 

上下班路上、聚会吃饭，每一刻的闲暇都是我们看微信、刷朋友圈的时间，我们可以通 

过微信关注或者订阅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商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用户需要或者感兴趣的信 

息来推广自己的品牌或产品，借以实现点对点的营销。 

1.1.1 微信时代到来 

1．微信席卷中国网民 

微信（WeChat）是腾讯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 

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 

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社交功能： “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附近的 

人”等，微信各种与时俱进的社交功能迎合了 80/90 后年轻一代的口味。截止到 2015 年第一 

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 90%以上的智能手机，它用短短  5 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比 QQ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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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产品。 
2012 年 3 月 29 日，微信用户破 1 亿，耗时 433天； 
2012 年 9 月 17 日，微信用户破 2 亿，耗时缩短至不到 6 个月； 
2013 年 1 月 15 日，微信用户达 3 亿； 
2013 年 7 月 25 日，微信的国内用户超过 4 亿；8 月 15 日，微信的海外用户超过 1亿； 
2013 年第四季度，微信月活跃用户数达 3.55 亿； 
2016 年 4 月，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已破 1000 万，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 5.49 亿。 
2．微信功能的商业价值 

微信不仅是个人社交工具，它还成为商家开拓商业市场的平台，在微信上可以利用的工 

具有朋友圈、扫一扫、摇一摇、附近的人、漂流瓶等。 

（1）朋友圈 

微信用户可以将手机应用、PC 端等精彩内容快速分享到朋友圈，也可以将自己售卖的商 

品发布到朋友圈，实现品牌与商品的传播。 

（2）扫一扫 

在微信中用户用手机扫描商家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子会员卡，从而获得会员折 

扣和服务。 

用户还可以通过“扫一扫”实现识别书籍、街景和翻译等功能。 

（3）摇一摇 

用户只需要在指定城市、指定地点和时间打开微信，进入“摇一摇”界面并摇动手机， 

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正在摇动手机的人。 微信利用这一功能， 在 2015 年春节联欢晚会掀起 “摇 

红包”热潮，除夕全天微信红包收发达到 10.1 亿次。 

（4）附近的人 
2011 年 8 月 3 日推出的 LBS 社交功能，用户可以通过“附近的人”查找身边用户，若使 

用者足够多，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免费为企业做宣传、做广告。 

（5）漂流瓶 

商家可以将编辑好的广告信息装进瓶子，等用户主动捞起来读取，实现了很好的传播。 

由于采用的是随机发放的方式，针对性不强，而且大家使用“漂流瓶”仅仅是为了打发无聊的 

时间，所以借用“漂流瓶”推广产品的方法要谨慎使用，不然容易引发用户的反感。如果确定 

要使用“漂流瓶”来宣传，需要设计一个有意思的方案。 
3．实现微信营销的利器—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是给个人、企业和组织提供业务服务与用户管理能力的全新服务平台，帮 

助企业实现更好地传播。 

企业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实现品牌的传播、产品的推广和活动的宣传，进一步影响已 

有用户和潜在用户。 企业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 利用不同的公众号和不同的内容在微信平台实 

现宣传利益的最大化。 

1.1.2 微信个人账号与微信公众号的区别 

微信个人账号与微信公众号在应用介质、社交圈子、使用定位和关注方式四个方面有很 

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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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介质不同 

个人微信主要在移动端使用，虽然目前已经有网页版微信与 PC 端微信客户端，但用户主 

要还是利用移动设备。 

微信公众平台在 PC 端使用，也可以通过在公众平台上绑定个人微信账号，在手机上通过 

向微信公众助手发送信息，间接发给微信公众平台用户。 
2．社交圈子不同 

个人微信主要用于个人的人际交往，比如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同学朋友间的交流，主要 

用于生活中。我们通过手机上的通讯录或者 QQ 号就可以相互添加为好友，如图 1.1所示，添 

加后就可以以文字、语音或视频的形式进行交流，可以一对一地交流，也可以多对多地交流。 

而微信公共平台则是一对多的关注模式， 比如招行银行卡微信公众号， 拥有招行银行卡的很多 

用户，都会选择关注其公众号，以便于快捷实现生活缴费、查询账户余额、购买理财产品等。 

这些企业希望利用微信公众号与用户之间保持着互动，但用户量大，众口难调，因此很难满足 

所有用户的需求和口味，维护起来难度很大。如图 1.2 所示。 

图 1.1  个人微信 图 1.2  招商银行信用卡公众号 

3．使用定位不同 

传统短信需要手写输入信息，而个人微信则可以通过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流， 

同时还可以看到微信朋友圈里好友发的生活经历和娱乐信息。 个人微信主要用于个人的休闲娱 

乐、互动交友、情感交流，如图 1.3 所示。微信公众平台更倾向于商业用途，在这个平台上主 

要为了实现品牌的传播、活动的宣传或产品的销售，如图 1.4 所示。 
4．关注方式不同 

个人微信支持朋友间互相关注，是双向的，如图 1.5所示。而微信公众平台需要让用户来 

关注，但不能关注用户，是单向的，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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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个人微信交流 图 1.4  企业微信公众号品牌宣传 

图 1.5  个人微信号双向关注 图 1.6  企业微信公众号单向关注 

1.1.3 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展历程 

2011 年 8 月，腾讯在微信基础上推出了微信公众平台，曾命名为“官号平台”和“媒体 

平台” ，目的是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形成一个不一样的生态循环。 
2013 年 8 月，腾讯公司进一步将微信升级，分为订阅号与服务号两种。运营主体是政府、 

媒体、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可以申请服务号；运营主体是政府、媒体、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 

的，可以申请订阅号。个人只能申请订阅号，不能申请服务号。 
2014 年 9 月，腾讯公司强势推出企业号。 

目前，各种企业、政府、媒体、组织都成为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企业通过公众平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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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更好的品牌传播和产品销售， 政府组织实现了与民众更好的互动。 就连交通违法都有了微 

信公众号“随手拍” ，通过微信红包奖励，让人人都成为了交警。 

据腾讯数据显示，截止 2016年 4 月，微信公众号的数量已破 1000 万。 

1.2 微信公众平台的价值与作用 

微信公众号具有全面的功能，为企业的宣传推广开拓了新的平台，我们将从八个方面来 

介绍。

1．提供有忠诚度与活跃度的客户 

微信没有设置公众号订阅数排行榜，主因是订阅数不重要，订阅者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这不像微博，可以买上几万僵尸粉充充脸面。对企业而言，增加粉丝数量是每一个公众账号运 

营的重要任务。但是无论是希望达到品牌的传播还是新产品的推广等目的，只有真正忠诚的、 

活跃的订阅者才有价值。很多企业的新媒体运营专员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去多发文章， 

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一个微信公众号频繁地推送消息，且消息无聊又无趣，大部分用户会 

取消对其的关注。 
2．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有些新媒体专员每天想的是多发文章吸引关注，而不分析用户的真正需求，不要单纯为 

了发文章而去发文章，一个有价值的内容远比无数次没有意义的“骚扰”更能吸引用户关注。 

就好比当我饿了，你送来了一块面包，不仅解决了我的温饱，还让我记住了你。但是当我饿的 

时候，你送来了一束玫瑰花，你觉得温情而又浪漫，可是不是目前我最需要的，我只能一脸的 

嫌弃，而你还觉得委屈。找准用户需求，针对群体需要选择文章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微信公众 

号“思想聚焦”近期推送了一篇夕言的文章《努力的姑娘，励志又悲凉》，如图 1.7所示。 

图 1.7  公众号“思想聚焦”推送的文章 

笔者是在前晚熬夜加班，又早起上班的不情愿中看到的。这篇文章既有对当前热点选秀 

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的关注，又利用歌手周惠的故事充分论证了其观点—努力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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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又悲凉。这一大碗温暖的鸡汤，让我喝了个饱，就连唱功了得的歌手都有这番不顺，作为 

凡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去努力，不去奋斗？哪个姑娘不想衣食无忧，自由自在，可是没有人帮我 

们扛起那份生活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这篇文章恰好在我低落的情绪中与我产生 

了共鸣，让我看到了其意义，所以我从一个不常看其信息的人成为了活跃粉丝。 
3．客户的管理 

微信公众号是一个天生的 CRM，可以根据客户的属性对其进行分组管理。利用好微信公 

众号的客户管理功能，能实现高效的售后服务，提高商品销量，最大化地提高回头客比例。比 

如微信公众号“飞鹤奶粉” ，可以按照宝宝的出生月份或者喝奶粉段数对关注其微信公众号的 

用户进行分类管理， 在每段奶粉做优惠活动或者产品升级时向特定的这组用户推送消息， 而且 

按月份管理还有助于当宝宝所喝奶粉段数变化时及时调整推送的消息，让客户有被关注的感 

觉，增加客户的忠诚度。 
4．多向交流的工具 

众所周知，微信主动为每个用户生成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商家可以把这个二维码附在 QQ 
签名、微博、论坛等地方，可以增加被关注的几率，这也是增加粉丝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商家 

也可以将二维码印在外包装、宣传海报、客户订单、快递单上，让想关注的人扫一扫就能找到 

商家的微信公众号。利用二维码，个人可以交朋友、购物；企业可以做会员管理、品牌推广、 

宣传活动等，这都是多向的体现。 
5．类短信平台 

顾名思义，就是和短信平台类似。微信公众号绑定一个微信个人账号，微信个人账号就 

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像短信平台一样群发消息。 比如金鹰奖人气女演员刘涛， 如果粉丝想了解 

刘涛的近期情况，可以关注她的微信号：tamia0712，如图 1.8 所示，当她发送消息时，微信就 

像短信平台发送短信一样将消息推送给关注她的粉丝了。 

图 1.8  演员刘涛的公众号 

6．让阅读更简单 

上下班路上、聚会吃饭间隙，这些零碎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借助微信来获取信息阅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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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只是几分钟时间，都可以借助推送的内容来获得一些信息，让阅读变得简单。 
7．引流导流工具 

在微信上可以做品牌传播，可以做产品推广，也可以做活动宣传。通过推送消息加深企 

业与用户的情感，从而实现多次销售。比如飞鹤奶粉，通过微信发布一些育儿经验、育儿小妙 

招，加深企业与用户的互动，并不定时发布一些优惠券等，就可以很好地实现二次转化。 
8．市场调查 

市场调研是微信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以往多数企业通过线下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搜 

集用户需求，这就需要一个一个地找消费者去调查，耗时耗力，工作量巨大。微信公众号提供 

了市场调查功能，无须线下找人，只要在微信公众号中创建调查问卷，如图 1.9 所示，即可快 

速地搜集到订阅用户的意见和观点。 

图 1.9  微信微调研 

比如同时上线三种口味的饼干，哪种最受欢迎呢，我们可以通过设置问卷调查来了解用 

户对外包装、口感、营养等方面的关注情况，以进一步改善产品。 

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完善，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品牌宣传的好渠道，也是与用户拉近关系的 

好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带动自己企业品牌的传播和产品的销售。 

1.3 微信公众号的分类 

微信公众号有多种分类方法，可以按发布的内容划分，也可以按运营机构的属性划分， 

但最常用的还是官方的常规分类方法。 

1.3.1 微信公众号的常规分类 

2011 年 8 月， 腾讯在微信基础上推出了微信公众平台， 在 2013年 8 月 5日微信升级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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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微信公众平台也做了大幅调整， 微信公众号被分成三种类型： 订阅号、 服务号和企业号。 
1．微信订阅号 

微信订阅号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和资讯，为媒体和个人提供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主要功能是在 

微信侧给用户传达资讯，类似于报纸杂志，为网民提供新闻资讯和娱乐趣事，如图 1.10所示。 

微信订阅号提供的主要功能有： 

l 微信订阅号每天可以群发一条消息。 

l 群发的消息显示在订阅号文件夹，如图 1.11 所示。 

l 订阅用户不会收到即时消息提醒。 

l 微信订阅号支持自定义菜单，如图 1.12所示。 

图 1.10  订阅号 图 1.11  推送消息显示在订阅号文件夹 

图 1.12  支持自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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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服务号 

微信服务号主要为企业和组织提供更强大的业务服务与用户管理能力，主要偏向服务类 

交互，如图 1.13 所示是国美在线利用微信服务号出售商品。 

图 1.13  服务号 

微信服务号提供的主要功能有： 

l 微信服务号一个月仅可群发四条消息。 

l 群发的消息显示在聊天列表中，如图 1.14 所示。 

l 订阅用户能够收到即时消息提醒。 

l 微信服务号支持自定义菜单，如图 1.15所示。 

图 1.14  消息显示在聊天列表中 图 1.15  服务号支持自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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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信企业号 

微信企业号是为企业提供移动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员工、上下游供应链与 IT 系统间的连 

接。企业号可以成为企业办公助手，如图  1.16 所示，企业号设置后，企业员工可以及时收到 

邮件提醒等。 

图 1.16  企业号 

微信企业号提供的主要功能有： 

l 微信企业号无消息条数限制。 

l 微信企业号只有限定用户可以关注。 

l 群发的消息独立展现。 

l 微信企业号可以灵活设置菜单。 
4．微信公众号对比 

微信公众号在运营主体、性质功能、消息提醒、消息推送条数、自定义菜单设置和高级 

功能设置等六个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1）订阅号可以是个人申请，而服务号和企业号只能是企业或者组织申请。 

（2）订阅号主要是分享一些信息资讯等，比如飞鹤奶粉、美丽说，主要就是为了拉近与 

用户的关系，提高与用户的互动性；而服务号主要是为了便于客户线上办理业务，减少线下工 

作，比如招商银行、北京 114 预约挂号，用户能便捷地实现用手机查余额、生活缴费、预约医 

院挂号等操作。企业号主要是用于内部员工管理，类似于 OA等办公系统，员工可以在企业号 

办理出差、请假等业务，也可以收到邮件提醒。 

（3）消息提醒功能，订阅号的信息是被“订阅号”文件夹收起的，不提示信息，只有打 

开该文件夹才能看到信息条数，如图  1.17 所示。而服务号信息是直接展现在微信首页的聊天 

列表中，显示为蓝色字体，打开微信就能直接看到，如图 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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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订阅号文件夹内的信息提醒 图 1.18  服务号信息在聊天列表中有信息提醒 

（4）发送信息条数不同。订阅号每天可以发一条（少数订阅号，如人民日报，每天可以 

发三条），服务号每月只能发四条。 

（5）订阅号只有完成认证才能设置自定义菜单，未认证的没有菜单；服务号无论是否认 

证都可以设置自定义菜单。 

（6）高级功能设置的差别： 

l 订阅号不支持多个客服；服务号可以设置多个客服账号，多个客服可以同时与用户 

沟通。 

l 订阅号不支持微信支付；服务号支持微信支付。 

l 订阅号不能获取用户位置；服务号能获取用户所在位置。 

1.3.2 微信公众号按发布内容划分 

微信公众号按发布内容划分可以分为政务类、民生类、智慧生活类、媒体类与创新类。 

如 “中国政府网”“云南省人民政府网”“最高人民法院” 等主要由政府机构部门运营的微信号 

属于政务类微信公众号。 这类微信公众号主要发布政府公告或者民众关注的一些话题。 图 1.19 
是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它主要发布一些国务院重要政策，及时回应民众关注的话题。民众 

通过此公众号可以了解总理活动， 阅读常务会议、 国务院文件等。 这类公众号往往互动性不高， 

民众参与度还有待提升。 

“北京 114 预约挂号”“付费通账单查缴”等旨在方便用户医院挂号和水电煤缴费等日常 

生活的公众号属于民生类微信公众号。 这类公众账号主要设置一些便捷民众的功能， 比如北京 
114 预约挂号，如图 1.20 所示。用户可通过按医院、按科室和按距离三种方式预挂三个月内的 

号，省去了早起排队的麻烦，这真是解决了北京挂号难的大问题。另外公众号还会提供一些医 

药类的公告，一些养生保健的小偏方等，着实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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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中国政府网”公众号 图 1.20  “北京 114预约挂号”公众号 

“顺丰速运”“国美在线”“中国联通”等一些为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它们的公 

众号属于智慧生活类微信公众号， 旨在提高客户生活质量， 提供更便捷的购物平台和便利的生 

活服务。如图 1.21 所示是“国美在线”服务号，通过这类微信公众号可以轻松实现网上购物，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图 1.21  “国美在线”服务号 

“人民日报”“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主要由传统媒体官方运营的公众号属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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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微信公众号，如图  1.22 所示。这类微信公众号主要推送一些时事要闻、与用户产生情感共 

鸣的内容，比如“夜读每日更新”中，会用一些励志的文章来吸引用户，当然还有一些热销书 

籍的推荐。 

“微邮筒”“美的服务”“TCL 微电视”等一些具有创意特色的公众号属于创新类微信公 

众号。这类账号往往带有很多企业的特色，如图  1.23 所示。另外还兼具售卖商品、活动推广 

等功能，也能达到很好的品牌传播作用。 

图 1.22  “人民日报”公众号 图 1.23  “美的服务”公众号 

如果对当前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内容细分，还可以分为时事类，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凤凰网；时评类，如南方周末、政事儿、政知局；科技类，如果壳网、知乎日报、虎嗅网、36 
氪；财经类，如央视财经、财经早餐、凤凰财经、钱眼；阅读类，如十点读书、悦读、精彩语 

录，还有教育类、娱乐类、汽车类、电商类、传媒类等多个类别。根据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对账 

号进行归类可以较为直观地掌握同类微信公众号的开设目的、 内容特性及运营特点。 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内容和功能决定了一个微信公共号的本质属性。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和实现的功能 

是微信公众号的首选分类维度。 

1.3.3 微信公众号按运营机构属性划分 

根据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机构的不同属性，可以将微信公众号细分为政务类，传统媒体和 

网络媒体类，企业类，社团、商会等组织类和个人类。 

政务类微信公众号背后的运营单位主要为政府机构。因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开通的初衷多 

为工作任务，并且没有盈利需求，因此，对政务类微信公众号来说，会出现“僵尸微信公众号” 

的现象。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开通是为了政务公开和服务便民，与市场化的微信公众号相比，缺 

少运营压力和运营热情。政务类微信公众号要避免“三分钟热度”的运营情况，保持连续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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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是政务微信公众号运营的要点。 

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类微信公众号分别依托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和主要门户 

网站等优势新媒体。 因此， 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类公众号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最为活跃的一类 

账号。新鲜的新闻资讯、独家的观点评论、丰富实惠的线下活动，这些优秀微信公众号应具备 

的元素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均有体现。 然而， 传统媒体固有的新闻生产 

和运作模式，为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创新带来了障碍。而对受市场影响更为深刻、以用 

户为导向的新媒体来说，切忌单纯追求“眼球经济” ，秉承媒体职业规范是这类微信公众号需 

要关注的重点。 

企业类微信公众号顾名思义，其背后的运营商为企业单位。因为获得利润是企业的目的， 

对于企业微信公众号来说，产品的推广便是其主要任务。因此，关注一个企业微信公众号的后 

果往往就是频繁而密集地收到大量广告。 这对于微信用户来说无疑是糟糕的体验， 最终只会导 

致被用户屏蔽或者取消关注。 

社团、商会等组织类微信公众号背后的运营机构即为社团、商会组织。此类微信公众号 

的订阅者一般为社团会员或者商会成员等，往往对社团和商会等具有较强的忠诚度。因此，这 

类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任务较为清楚，即以增加会员间交流，发布组织信息为主。 

个人类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为个人或团体。个人类微信公众号中主要的一类为自媒体， 

即以原创内容为主的始于个人创办的媒体形式。 自媒体因由个人创办， 其公众号往往带有强烈 

的个人风格，具备有特色的传播模式。因此风格较为突出，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这也是目前 

比较火爆的一类账号，数量众多。自媒体类账号不仅需要内容制作，还需要有媒体资源。如图 
1.24 所示的“她生活”自媒体，开创了中国首个女性粉丝经济商业模型，覆盖近千万中国优质 

轻熟女性白领人群， 与之跨界合作的传统媒体及女性垂直自媒体近 500 家， 是运营比较成功的 

自媒体。 

图 1.24  “她生活”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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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案例分享 

案例：国美在线服务号 

【案例描述】 

国美在线 （www.gome.com.cn） 是国美集团旗下综合 B2C 购物网站， 是集合 B2C、 B2B2C、 

自有品牌、 团购等多种领域的综合化购物平台。 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网上购物平台。 

商品经营范围涵盖传统大家电、3C 数码、家居、图书、母婴、食品、酒水、服饰、化妆、黄 

金、文化艺术品等品类，网站商品总量已突破 300 万。 

依托每年千亿规模的低价采购能力、积淀多年的品牌影响力、领先的信息化后台处理系 

统优势以及全国最大的自有电商物流配送体系， 国美在线迅速跻身中国电商第一阵营， 成为行 

业领先的综合 B2C 电子商务网站。目前，国美在线会员数量已经达到 1 亿，巨大的会员数量 

为国美在线带来稳定的收入增量。 
2014 年国美在线在用户体验、物流体验、家电供应链、移动互联、O2O 五大方面整体推 

进，通过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购物体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随着微信全面袭来，国美在线及时启用了服务号，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国美在线”服务号 

【案例分析】 

“国美在线”服务号根据国美在线的主营业务设置了自定义菜单“微商城”“特色服务” 

和“我”3 个自定义菜单，在微商城下还有“微信专享”“手机充值”“新品速递”“海外购” 

和“国美理财”5 个子菜单，囊括了国美在线的主要商品类别，如图 1.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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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微商城子菜单 

在“特色服务”菜单下根据其特别的服务内容设置了“APP 下载”“礼物及时达”“以旧 

换新”“好物白拿”“天天拼好货”5 个子菜单，如图 1.27 所示。 

图 1.27  特色服务子菜单 

在“我”这个菜单下设置了很贴心的一些子菜单，比如“我的礼物”“我的优惠”“联系 

客服”等，如图 1.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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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我的子菜单 

从以提供线上优质服务、提高商品售卖为目的创建这个服务号，到服务号自定义菜单设 

置，我们可以看到国美在线做得很用心， “微商城”设置了非常全面的产品类目，且每个商品 

页做的也很细致。为吸引用户设置了特色服务菜单，一些很有特色的“好物白拿”“以旧换新” 

业务均设置成子菜单，可见在用户体验上也是下了功夫。 

章节总结 

本专题主要介绍了以下内容： 

l 微信从 2011 年发展至今，已经覆盖 90% 以上的网民。 

l 微信公众平台是给个人、企业和组织提供业务服务与用户管理的全新服务平台。 

l 微信个人账号与微信公众号在应用介质、社交圈子、使用定位、关注方式上的区别。 

l 微信公众平台具有提供有忠诚度与活跃度的客户、 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进行客 

户管理、提供多向交流工具等八个强大的功能，体现了其全面性和重要性。 

l 微信订阅号主要功能是在微信侧给用户传达资讯， 类似于报纸杂志， 为网民提供新闻 

资讯和娱乐趣事。 

l 微信服务号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服务， 能够为企业或组织提供更强大的业务服务和用户 

管理功能，主要用作商品售卖平台。 

l 微信企业号是为企业提供移动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员工、上下游供应链与 IT 系统间 

的连接。主要用于企业内部管理。 

l 微信公众号的三种类型在运营主体、性质功能、消息提醒、消息推送条数、自定义菜 

单和高级功能设置六个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l 微信公众号按发布内容划分为政务类、民生类、智慧生活类、媒体类与创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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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微信公众号按运用机构属性可以将微信公众号细分为政务类，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类，企业类，社团、商会等组织类和个人类。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相信大家对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为进一步学习微信 

营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进行练习吧！ 

学习平台资料 

l 更多学习资料请到课工场观看。 

作业 

一、选择题 

1．微信公众号可以分为（ ） 。 
A．公众号  B．企业号  C．订阅号  D．服务号 

2．关于个人微信与微信公众平台的区别，说法错误的是（ ） 。 
A．个人微信主要在手机端使用 
B．个人微信只能在手机端使用 
C．微信公众平台只能在 PC 端操作，手机端是无法操作的 
D．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在 PC 端操作，也可以在手机上间接向公众平台用户发送消息 

3．关于个人微信与企业微信公众号关注模式的描述，正确的是（ ） 。 
A．个人微信可以互相关注  B．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用户 
C．个人微信只能单向关注  D．微信公众号是一对多的关注模式 

4．关于个人微信与微信公众号定位的描述，错误的是（ ） 。 
A．个人微信主要用于个人的人际社交关系 
B．微信公众号更倾向于商业用途 
C．企业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做 CRM 服务 
D．个人无法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品牌宣传 

5．以下关于微信公众平台价值的描述，不恰当的是（ ） 。 
A．可以做客户关系管理 
B．可以为企业的网站带来流量 
C．可以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D．可以通过购买更多的粉丝来做营销，这些粉丝质量更高 

6．小强是某公司的微信运营专员，因本月任务没完成，粉丝量没达到要求。不得已去淘 

宝上买了一批粉。从营销的角度讲，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 ） 。 
A．微信是相对封闭的平台，更注重粉丝的质量，淘宝上买粉精准度不能保证 
B．对企业而言，真实粉丝的忠诚度与活跃度才有价值 
C．运营微信公众平台，粉丝多少没影响 
D．淘宝上买的粉，太便宜，活跃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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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 

1．什么是微信公众平台？ 
2．微信公众平台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3．订阅号与服务号有哪些区别？ 
4．订阅号与企业号有哪些区别？ 
5．举例说明微信公众号如何进行多向交流。 
6．举例说明微信个人账号与微信公众号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