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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目标

使用一个标准的埋点规范，规范埋点涉及的工作，为数据指标的制作和使用提供

保障。

1.2 准则

共同参与

为消除信息不对称，埋点工作应让所有相关人员共同参与与维护，通过规定参与

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以共同填写《标准埋点方案》的方式，搭建埋点工作信

息沟通的桥梁。

统一标准

埋点工作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利于达成共识，提高效率，本文档列出了埋点工作

涉及的流程和文档的规范，应按照规范开展埋点工作，避免产生信息传递不准或

有误的现象。

定期维护

定期对埋点方案进行维护，当《标准埋点方案》中的内容发生变化，要及时更新，

一般产品迭代和需求变更是导致发生变化的两类因素。

快速迭代

在实际埋点工作中，会碰到需要新开发接口来满足事件所需属性值的情况，而接

口开发工作往往需要大量时间；此时应秉承「最小可行产品」的思维方式，在能

满足最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需求挪到下一次再实现，会更

利于埋点工作的推动。

1.3 适用范围

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采集、展示的项目。

1.4 定义术语

埋点是数据分析时用到的一种常见的数据采集方法，这里特指使用提供的 SDK

或 API 进行数据采集的一系列相关工作，使用进行数据采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

概念：

1. 事件：用户在产品上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我们称之为「事件」，具体来说，

任何程序上的判断和反馈，都可以用自定义事件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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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属性：描述事件的维度，通常对行为事件背后的业务信息和交互信息进行归

纳，形成对用户行为的某一个维度信息的采集。

3. 值：事件属性的具体内容，一般是动态的，由开发通过规则进行赋值：

1) 当属性值为空时，通常赋值为 null，以做区分。

2) 当采集「来源」的值的时候，建议用传参的方式进行采集。

4. 采集时机：记录事件的时机，用于进一步解释事件的业务含义，通常分为三

种情况：

1) Click 时采集：用户点击的时候采集；

2) 某页面加载完成时采集：用户要进行的操作已经完成，通常表现为页面

成功加载完成；

3) 前端收到服务器返回的状态字段时采集：常见场景为关键行为的成功或

者失败条件。

5. identify：identify 是用来采集用户信息的接口，通常以数据库内对用户识

别的唯一 id 做用户 id，然后在用户 id 下补充用户属性信息，在用户触发某

些行为时，调用 identify 接口，将用户最新的信息通过 identify 接口上传，

identify 只需要在对应信息有更新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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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埋点工作流程

2.1 岗位职责说明

2.2 相关文档说明

1) 《标准埋点规范》 – 本文档（PDF 文档），对埋点工作流程的详细描述，

用于指导埋点工作的开展；

2) 《标准埋点方案》 – 标准埋点方案模板（Excel 文档），用于记录埋点相

关信息；

3) 《测试之埋点方案设计、接入及应用指南》- 有较为详细的埋点示例，可作

为参考资料，加深对埋点工作的理解；

4) 《诸葛 io 名词检索》 – 更多与相关名词的说明；

5) 《 诸 葛 io 帮 助 文 档 》 – 诸 葛 io 在 线 帮 助 文 档

（https://docs.zhugeio.com/）。

相关部门/岗位 职责定义

需求方
提出指标/数据需求、或有具体应用需求的部门或具体负责人；一般

是业务或产品部门

负责人
《标准埋点方案》的主要填写人，负责组织埋点工作，包括制作埋

点方案，埋点方案评审，埋点维护

实施方
负责实施埋点的人；

一般是 IT技术部门

https://docs.zhuge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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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埋点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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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埋点工作流程及要点

埋点工作可分为需求、实施、维护这 3个阶段：

2.4.1 需求阶段

2.4.1.1 确定需求

2.4.1.1.1 需求方提出数据需求，后续需求由负责人转化成《标准埋点方案》，

供实施方参考执行。

2.4.1.1.2 为避免后期发生因需求不全而产生的返工，提出需求时可参考以下建

议：

1) 参考互联网产品常用的用户行为指标体系，如 AARRR、HEART 模型等；

2) 对照产品流程图，为每一个流程设计相应的指标和埋点，避免遗漏；

3) 尽量在提产品 PRD 的时候，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指标需求，以此合理安排埋

点设计工作，避免考虑不全。

2.4.1.1.3 需求方可通过邮件或内部 OA 的方式将需求传达给执行方和负责人，

正式启动埋点工作，需求的内容尽量写全写细，尽量避免遗漏或不细致导致的返

工情况。

2.4.1.2 制作埋点方案

需求方和负责人制作埋点方案，方案以《标准埋点方案》的形式呈现（规范和填

写说明的具体内容详见第三章）。

2.4.1.3 埋点方案评审

负责人组织一次会议，确保三方（需求方、实施方、负责人）对《标准埋点方案》

中埋点的业务含义认知一致，并且需要实施方确认埋点需求可执行。

2.4.1.4 确定排期

需求举例

运营部门 某活动上线后参与活动的人数，各渠道的拉新人数，产品售卖的数量和金额

产品部门 APP 某新功能上线后的点击人数/次数/停留时间/加载时长

市场部门 渠道的获客数量与质量，SEM、数字广告投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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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和实施方一起确定实施埋点、验收和上线的具体时间节点。

2.4.2 实施阶段

2.4.2.1 实施埋点

实施方按照《标准埋点方案》进行埋点并填写相应字段（规范和填写说明的具体

内容详见第三章），埋点的具体实现方法可参考《帮助文档》。

2.4.2.2 验收

1) 需求方和负责人在测试环境中对埋点数据进行测试和验收，检查事件名称、

属性、触发时机是否正确，确保与《标准埋点方案》一致；

2) 验收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尽快找实施方排除，可根据问题严重程度考虑是

否跳回之前的步骤再次执行流程。

2.4.2.3 上线

验收完成后，实施方将埋点数据上线，并在《标准埋点方案》中记录上线时间和

版本信息。记录上线时间主要是为了方便之后查数据时快速定位数据的有效时间

范围。

2.4.3 维护阶段

2.4.3.1 埋点维护

1) 负责人、实施方和需求方定期对埋点进行维护，任何变动都要及时更新到《标

准埋点方案》中；

2) 常见的维护时机有以下几种：

2.1) 添加事件

2.2) 修改事件

2.3) 删除事件

2.4) 事件类型有增加或修改

2.5) 字段有增加或修改

2.6) 字段中的内容变化，如事件定义有变化

3) 制定数据清理规则，例如对于 6个月以上数据为 0的埋点主动进行处理，可

在后台中的「数据接入 -> 埋点管理」界面中隐藏数据，或直接数据和埋点

清除掉，消除程序代码和数据的“噪音”。



北京诸葛云游科技有限公司

7

三、《标准埋点方案》说明

《标准埋点方案》说明的主要目标是启发，它列出了许多字段，并对各个字段的

作用进行了说明，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模块化的方案模板。所以，我们的埋点方

案并不一定要使用所有的字段，而应当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和管理需求，挑选合适

的字段进行搭配，对一些规则做出调整。我们提供的内容能对制作出一份符合您

企业需求的埋点方案有所帮助，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成果。

3.1 表格组成

《标准埋点方案》由 4张表组成

1）埋点说明 – 埋点实施参考；

2）事件&属性 – 记录事件及相关信息；

3）用户属性（identify）- 记录用户与相关信息；

4）默认采集事件属性 – 默认采集的事件属性说明。

表格中包含多个字段，其中「事件&属性」表中事件、属性、值、采集时机这 4

项，和「用户属性（identify）」中的属性名称这 1项，是实施埋点所需的基本

信息，即实施方在有以上信息后，参照「埋点说明」表中的内容，可完成基础埋

点工作。

但埋点是一个多部门协作的事情，沟通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而

人员和产品的变化也为埋点的管理和使用带来了挑战，因此，针对可能发生的问

题，在方案中增加了相应的字段，对事件进行补充说明。

3.2 事件命名规范

3.2.1 由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下划线“_" 组成。

3.2.2 事件命名由 4部分组成：类型_流程_页面_功能。

3.2.3 各部分解释

3.2.3.1 类型 – 事件的类型，主要有 4类：

1）点击 – 指点击某个按钮或元素的一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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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 – 指进入某个页面的一类事件；

3）停留 – 特指用于展示在某个页面或功能停留时长的事件；

4）指标 – 指从后端计算好之后，直接传入的指标类事件。

事件类型必需填写，后续可按实际情况增加其他类型。

3.2.3.2 流程 - 事件所在的业务流程，填写规则是「流程名称 +“流程”」， 例

如「车险出单流程」、「车险续保流程」，写成「车险出单」和「车险续保」是

不对的。

3.2.3.3 页面 - 事件所在的页面，填写规则是「页面名称 + “页面”」，例如

「我的页面」、「车主服务页面」，写成「我的」和「车主服务」是不对的，如

果出现多层级页面的情况，则把层级较高的页面写在前面，如「车主服务页面_

信息填写页面」。

3.2.3.4 功能 - 可以是按钮或功能的名称，例如「提交订单」、「获取验证码」、

「保险出单」，也可以是对一类功能的抽象描述，例如「任意产品」，之后可用

属性「产品名称」来区分点击的是哪个具体的产品。

3.2.4 事件举例

3.3 「事件&属性」表字段说明

1) 序号

事件的序号。

2) 业务/产品

分析的业务或产品名称，例如：车生活 APP、官微、全能保。

3) 相关指标名称

编号 事件名称 事件说明

1 点击_服务页面_保单查询 点击「服务」页面下的「保单查询」按钮

2 进入_车险出单页面 进入「车险出单」页面

3 指标_注册 从后台上传的注册用户数

4 停留_填写保单页面 在「填写保单」页面的停留时长

5 进入_车险出单流程_付款页面 进入「车险出单」业务流程的「付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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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需求的名称。

4) 功能/页面

填写事件所在的功能或页面，同时可作为后台的事件分组名称，方便查找。

5) 事件名称

事件的名称，详细说明见「事件命名规范」部分。

6) 事件定义

a.事件的具体说明，会自动统计触发事件的人数和次数，故不用再特别说明；

b.可用于标注该事件是漏斗的第几个步骤。

7) 事件来源

事件数据来源，例如：车生活前端/后端，在数据出现异常时，可用于快速

定位问题。

8) 属性名称

属性的名称，用于区分同类型事件。

9) 属性类型

取值类型，例如：字符串、数值或日期，设置成数值型的属性，可直接查看。

10) 属性取值

属性对应的取值示例及业务意义，可通过填写一些可能的取值，让实施方了

解具体要取的值是什么，拿某个页面的属性「来源入口」举例，属性取值字

段可以填入「活动页面」、「首页 banner」、「我的」这几个内容，实施方

就可依据属性取值了解属性的业务意义，进行正确的埋点。

11) 属性来源

属性数据来源，例如：车生活前端/后端。

12) 上线时间

事件数据正式开始启用的事件。

13) 上线版本

事件数据适用的版本号（可叠加），例如 V1/V2/V3 。

14) 采集时机

记录事件的时机，用于进一步解释事件的业务含义，通常分为三种情况：

14.1） Click 时采集：用户点击的时候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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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某页面加载完成时采集：用户要进行的操作已经完成，通常表现为页

面成功加载完成；

14.3）前端收到服务器返回的状态字段时采集：常见场景为关键行为的成功

或者失败条件。

15) 备注

包括但不限于填写：

15.1)事件曾用名

填写标准： 日期+事件名，例如：2019-01-01 点击-A 页面-车险出单。

15.2)其他特殊说明

16) 截图

埋点功能或页面的截图，用于辅助说明。

3.4 「用户属性（identify）」表字段说明

1) 业务/产品

分析的业务或产品名称，例如：车生活 APP、官微、全能保 。

2) 属性类别

属性的类别，例如基本指标维度，客户分群维度。

3) 属性名称

属性的名称，用于区分不同的用户，例如非车用户、车险用户。

4) 属性取值

属性对应的取值示例及业务意义，可通过填写一些可能的取值，让实施方了

解具体要取的值是什么，拿用户的属性「来源」举例，属性取值字段可以填

入「二维码推广」、「广电二维码推广」、「自主注册」这几个内容，实施

方就可依据属性取值了解属性的业务意义，进行正确的取值。

5) 属性来源

属性数据来源，例如：车生活前端/后端。

6) 上线时间

事件数据正式开始启用的事件。

7) 上线版本

事件数据适用的版本号（可叠加），例如 V1/V2/V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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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备注

包括但不限于填写：

8.1)属性曾用名

填写标准： 日期+属性名，例如：2019-01-01 用户来源。

8.2)其他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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