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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不同类型的落地页存在较多转化问题

 iOS APP 落地页

现状

问题

跳转应用宝H5页面

1. 落地页单一，长期审美疲劳
2. 广告与落地页不匹配
3. 跳转及下载路径体验差

现状

问题

跳转AppStore

1. 跳出APP影响转化率
2. 广告与落地页不匹配
3. AppStore页面打开速

度慢

 Android APP 落地页



不同类型的落地页存在较多转化问题

 网页落地页

现状

问题

1. 页面不美观
2. 页面打开速度、被劫持
3. 表单过长、跳转路径不

流畅
4. 没有数据跟踪，无法判

断效果

广告自建页面



腾讯蹊径落地页制作工具是一个免费的落地页建站工具，满足各行业

广告主对APP落地页及网站落地页的需求

目标：不断地提升广告转化率

页面到达率高使用完全免费

oCPA智能出价 组件丰富

蹊径落地页

下载率提升 10% ~ 50%

腾讯广告官方落地页工具原名“枫页高级版”，升级后更名为蹊径落地页

转化效果可追踪



建站流程

工具入口

1. 在 e.qq.com 投放管理平台，进入

工具箱-创意辅助-落地页专区，选

择蹊径落地页

2. 访问网址 page.e.qq.com，通过

账号密码直接登录

新建和编辑落地页 投放广告时选择落地页

1. 选择落地页类型和落地页模板

2. 新建和编辑落地页

丰富的组件和便捷的操作：拥有图、

文、视频、下载、表单、优惠券等组

件，可在页面中自由拖拽编辑

模板类型 适合广告主类型

图文(推荐) 各类型广告主

橱窗 电商类广告主

视频 有原创视频内容广告主

浮层页卡 游戏类广告主

1. 在广告创意编辑区域，选择落地页

注：如果推广目标为Android/iOS

应用，则必须保证广告和落地页中
的应用ID保持一致，才可以选择对
应的落地页



组件丰富、操作便捷、建站轻松

组件丰富

网站落地页支持表单、视频、咨询、按钮、

多线沟通在内的多种组件。APP落地页提供多

种样式的下载组件

操作便捷

支持拖拽式操作，提供页面预览，所见即所

得。组件支持颜色、间距、位置设定。

建站轻松

网站落地页提供婚恋、教育、金融、汽车、

旅游、房产等多个行业模板，APP落地页提供

多种样式模板。模板会持续更新。



蹊径落地页 - 产品页面

安卓APP IOSAPP网页

落地页制作页面 落地页展示页面



Android APP下载 iOS APP下载 外链+本地

简化投放类型、满足不同广告主的推广需求

根据广告主类型，搭建多样性的落地页模板

商品类型

落地页类型

Android应用 (12) iOS应用 (19) 网页 (1000，41)



为各个行业提供丰富的落地页模板



APP下载类落地页支持应用直达， 有效提升新用户留存

a

立即下载

+ 关注

b

广告

广告呈现 落地页承载 激活APP，直达页面

1

2
3

1 相同或相似素材，在
跳转中提供一致体验

2 3

a

b

用户点击广告

用户下载APP

c 用户激活APP，直达页面

c

APP落地页支持应用直达功能

未安装APP用户，安装APP后，可以
直接进入APP内指定页面。

多页面提供相似素材，提升留存

通过在广告、落地页、APP内提供相
似素材，让用户所见即所得，提升激
活后的留存

广告主支持：应用直达支持QQ空间、
浏览器、手机QQ部分流量。具体请
咨询客户运营同事。

应用直达：未安装APP用户，安装并打开APP后，可直接进入APP内指定页面，有效提升新用户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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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组件



表单 – 设置

✓ 文本单选/多选

✓ 图片单选/选择

✓ 日期选择

✓ 省市区选择

✓ 多级选择



表单能力应用

智能验证/表单设限 表单灵活运用

✓ 开启智能短信验证：提交号码时，平
台对号码进行智能检测，对潜在作弊
手机号码下发验证码，可有效剔除空
号和非本机号

✓ 开启表单设限：24小时内同一个用户
只能提交一次，可进行表单去重

✓ 多表单：可在不同屏的落地页放置
表单，目前最多支持放置3个表单

✓ 巧妙设置文案：可以自定义输入框
和提交按钮文案，增加对获取信息
的用途，降低用户对信息泄露的顾
虑

X 3

跑马灯

✓ 跑马灯：显示已提交表单的数量，
滚动显示已提交用户的姓名和手机
号，刺激更多用户提交

效果：教育行业客户测试，有效率提升40%

效果：写真客户测试，表单填写率提升20%



智能电话 - 是什么

中间号

多用户 多客服

随机分配，实时转接

智能电话相比普通电话的优势：

转化监控：实时监测用户点击电话按钮后的真实状态：是
否确认拨打、是否接通，同时记录来电手机号和通话信息

数据全链路打通：将广告的展现、点击、消费，电话点击
量、拨打量、接通量、通话时长等无缝打通

管理便捷：所有通话数据实时自动沉淀到线索管理平台，
同时支持API转发到客户系统

拨打企点电话

广告点击数据 来电手机号、通话信息

线索管理平台

数据自动归集

客户 CRM

API

智能电话，支持用户通过点击落地页的电话按钮联系客服，同

时检测用户点击电话按钮后，是否“确认呼叫”和“呼叫接

通”，并记录来电手机号和通话信息。



智能电话 - 设置

1. 添加智能电话：从左侧选择电话，
在右侧电话类型中选择智能电话，
点击选择已有电话或新建电话

2. 智能电持默认多种样式，同时支
持自定义样式

3. 电话按钮可悬浮在首屏任何位置



智能电话 - 用户流程

(010) 84240809

点击智能电话按钮 弹出拨打窗口，点击呼叫 呼叫中 通话中



在线咨询 - 设置

1. 目前蹊径已支持主流的第三方咨
询工具：53kf、忠仕商务通、百
度商桥、美洽、乐语、七陌、小
能等等

2. 当输入的咨询链接的主域名不是
蹊径授权的链接时，需要发起白
名单申请，一个工作日内审核通
过



多线沟通 - 设置

多线沟通支持：

电话、咨询、QQ客服、跳转表单、
回到顶部、跳转外链



优惠券组件

为满足客户通过优惠、促销来引流、促活的需求，蹊径落

地页推出优惠券组件，帮助客户提升转化，形成营销闭环



优惠券 - 用户领取流程

用户进入落地页，领取优惠券的流程

点击优惠券/红包 提交手机号 短信验证(可关闭) 领取成功



应用下载类组件

下载按钮 浮层页卡 图集

固定按钮

底部下载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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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能力



打通广告和转化纬度的数据，帮助广告主快速定位转化率低的落地页，以及时做出调整。

落地页数据报表

注：功能在灰度中



落地页洞察工具 - 热力图和数据漏斗

落地页热力图 落地页转化漏斗数据看板

注：功能在灰度中

1. 广告主可以通过热力图分析
用户的浏览和点击行为

2. 检测用户对落地页中元素和
转化组件的感兴趣程度



落地页到达率 - 原生落地页

制作端：广告主无感知，与H5落地页一起制作

播放端：客户端支持组件的情况下，自动原生播放 沉浸式体验

无额外制作成本

首图加载率提升50%

转化率提升15%



批量拖拽上传能力：多图、轮播图、图集等组件均支持

拖拽到图片上传区域选择多张本地图片素材



支持自定义落地页模板

蹊径落地页支持保存自定义落地页为模板，保留优质落地页创意，方便后续快速编辑与批量更改。

制作落地页 另存为模板 自定义模板选择

1

2

3

快速编辑

4



轮播图组件功能升级

旧版制作工具 蹊径落地页

旧工具必须上传轮播图底图，蹊径落地页支持纯色背景和图片背景，新增轮播方式、播放速度等。



下载热区功能升级

旧版单组件只能添加单个下载热区，蹊径落地页改为1-3个。

旧版制作工具 蹊径落地页

旧工具下载热区有固定尺寸限制，蹊径落地页改为不超
过图片总面积80%。

蹊径落地页旧版制作工具

*下载热区数量和面积的更改不会影响落地页审核结果。



应用 ID 自动拉取与输入记忆

蹊径落地页在初次输入应用 ID 并拉取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记忆，下次可直接下拉选择。

初次输入 自动拉取 输入记忆，可直接选择



落地页支持赠送

1. 可批量赠送落地页
2. 输入需要赠送的账号ID，并进行手机验证
3. 接收方需要确认接收，并对落地页进行送审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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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FAQ

1. 落地页独立审核后，广告审核时还会审落地页吗？

落地页独立审核通过后，广告审核时只会审核素材与落地页的关联性，不会复核落地页内容。

3. 旧版制作工具制作的落地页会受到影响吗？

落地页列表和播放都不会受到影响，依旧可以在广告中拉取，只是旧版落地页制作工具将无法新建和编辑落地页，如需编辑旧版落地页，

会自动迁移至蹊径落地页中进行。

4. 落地页为何要需要审核？一般审核需要多久？

为响应广告主“落地页上线后可编辑”的需求，同时为防止不法分子使用落地页工具制作有政治、法规风险的网站，落地页信息必须经

过审核才能上线。正常情况下会在2-3小时内完成，若提交较晚，可能要等到第二天。

2. iOS落地页无法跳转应用商店，预览热区效果吗？

由于苹果系统的原因，在预览环境拉不到APP Store，所以无法进行预览，并非产品缺陷，所有平台都一样。



赋能商业 始终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