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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近年来，众多工具型软件公司纷纷登陆资本市场，工具型软件成为软件行业的重要类目。本报告核心内容：1、提出一个工

具型软件公司的价值评估框架，通过具体案例来说明评估过程。2、总结归纳工具型软件的可能转型之路。 

一、 工具型软件公司价值评估框架：客户生命周期的现金流折现 

工具型软件，其价值评估仍然是遵循现金流折现模型。好的工具型软件公司，其微观商业能够做到以下三点：获客成本低；

客户流失率低；客户生命周期价值高。 

好的工具型软件公司一定要做到客户生命周期内的收入（LTV）扣减运营成本要远大于获客成本（CAC），才能在客户身上

赚到钱。通常来说，LTV/CAC 大于 3 被认为是一个公司商业模型良好的指标。 

二、 猎豹移动：出海第一背后薄弱的商业模型 

猎豹移动针对当时安卓系统的用户痛点问题，从 2013 年起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成为中国首家在海外月活用户突破 6 亿的互

联网公司。然而，猎豹的工具型软件本身黏性较低，客户价值不高。所以，其产品流失率高，商业变现能力较低，只是依靠

高营销费用不断驱动增长。 

三、 工具型软件的变现能力取决于客户价值 

在猎豹的发展过程中，其对 Facebook 和 Google 的依赖度非常高。这对其工具型软件业务长期价值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巨

头和其停止合作之后，猎豹收入暴跌。与之类似的是电商平台里面的零售商家，长期来看其也很难获得较好回报。 

相比之下，广联达的工程造价软件是国内少见的工具软件。工程造价软件极强的产品黏性源于其创造了强大的客户价值。具

体来看体现在：1、用户使用习惯；2、网络效应。 

广联达的工程造价软件具有的极强产品黏性，在数据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应。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公司云化的产品，其

LTV/CAC 能够达到 7.71，远高于平常认为的健康基准 3。 

四、 从快手的成功转型来看工具型软件的价值提升 

面向普通消费用户的工具型 App，则往往面临着获客成本高、变现能力弱等各种问题。在这个赛道，工具型软件公司的商业

模式都不是很好。在众多转型公司中做得最好的是快手。 

快手最早是制作 GIF 动画的小工具。从 2013 年起全力转型平台。经过几年努力，快手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

之一，公司价值得到了数百倍的提升。除此之外，很多其他工具型软件公司转型并不成功。像猎豹、美图等。 

总之，工具型软件转型，需要完全不同的能力，对公司挑战很大。 

相关公司： 

广联达（002410）、金山办公（688111）、三六零（601360）、万兴科技（300624）、光云科技（688365）、迅游科技（300467）、

国联股份（603613）、暴风集团（300431）、猎豹移动（CMCM.N）、迅雷(XNET.O)、有道（DAO.N）、美图公司（1357.HK）、

鲁大师（3601.HK）、福昕软件（待上市） 

风险提示：商业模式存在重大缺陷的风险；高速发展过程中管理无法跟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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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型软件是软件行业的一个重要类目。近年来，众多工具型软件公司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据不完全统

计，具有工具型软件的上市公司包括以下： 

广联达（002410）、金山办公（688111）、三六零（601360）、万兴科技（300624）、光云科技（688365）、

迅游科技（300467）、国联股份（603613）、暴风集团（300431）、猎豹移动（CMCM.N）、迅雷(XNET.O)、

有道（DAO.N）、美图公司（1357.HK）、鲁大师（3601.HK）、福昕软件（待上市）。 

本报告的核心内容分为两块： 

1、提出一个工具型软件公司的价值评估框架。通过这个评估框架，可以对用途各异的工具型软件公司

进行价值评估，并且通过具体案例来说明评估过程。 

2、工具型软件的可能转型之路。许多工具型软件都在探讨可能的业务转型，以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

对其转型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 

1. 工具型软件公司价值评估框架：客户生命周期的现金流折现 

工具型软件，其价值评估仍然是遵循现金流折现模型。一个工具型软件公司商业模式非常简单： 

1、公司首先要付出一定的获客成本（CAC），才能获得客户。各公司的具体获客手段差异很大，最常见的

是通过广告推广，免费试用来获客。 

2、公司在获得客户之后，在客户生命周期里获得收入（LTV）。工具型软件常见的获取收益的方式是直接

向客户收费，或者通过广告等方式来变现。 

好的工具型软件公司，其微观商业能够做到以下三点：获客成本低；客户流失率低；客户生命周期价值

高。好的工具型软件公司一定要做到客户生命周期内的收入（LTV）扣减运营成本要远大于获客成本（CAC），

才能在客户身上赚到钱。通常来说，LTV/CAC 大于 3 被认为是一个公司商业模型良好的指标。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工具型软件公司往往是亏损的，但是其微观商业模型是成立的。因为

它虽然在存续客户身上是赚钱的，但是需要不断地将赚到的钱用来获取新的客户，导致在高成长阶段始

图 1：工具型软件的微观商业模型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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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处于不赚钱的状态，其利润只有到了成熟期才会真正释放出来。 

2. 猎豹移动：出海背后的商业逻辑 

猎豹移动成为中国第一的出海互联网公司 

猎豹移动成立于 2010 年，是可牛和金山安全业务合并之后组建的公司。猎豹首先集中精力推出了金山毒

霸和金山安全卫士。在此后两年，公司获得了腾讯投资，并通过产品的创新在国内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

额。 

2012 年底，猎豹开始考虑推进国际化。针对当时安卓系统的用户痛点问题：软件清理、手机杀毒、电池

耗电、系统管理等，猎豹重点做了“猎豹清理大师”、“电池医生”等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了海外用

户的普遍欢迎。 

于是，猎豹 2013 年起全力开拓海外市场。此后几年，随着猎豹清理大师（Clean Master）等工具应用矩

阵在海外打开市场，猎豹移动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了共计 414款移动应用，高居全球开发商下载量第五名。 

猎豹成为了中国第一的出海互联网公司。根据 App Annie 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8 月，CM Launcher 覆

盖超过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Google Play 商店 94 个国家的个性化榜单中排名第一，且曾夺得英

国应用总榜第一，美国、加拿大应用总榜前三，超过 Facebook、Instagram 等热门应用，在 Google Play 

的总下载量接近 2 亿，平均评分高达 4.6，是 Android 平台最受欢迎的桌面启动器之一。 

 

猎豹大举扩张背后薄弱的商业模式 

在商业模式方面，猎豹主要是通过推广获客，免费提供工具给用户使用，然后主要通过广告的方式来实

现变现。当然，猎豹在 2016 年后也重点开发了众多小游戏，拓展内容平台等，希望实现收入多元化。

此处，我们重点关注其工具型软件的收入变化情况。 

从猎豹的历年利润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图 2：猎豹移动工具产品矩阵信息 

 

资料来源：App Annie、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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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公司毛利率较高，但是营业利润率较低。公司毛利率一直在 60%-80%之间，处于较高水平。但是，

公司的营业利润率较低，在工具型软件发展的黄金期 2015 年，公司营业利润率仅为 5.6%。 

2、公司费用率没有下降，销售费用增速一直高于收入增速。从 2011 年到 2015 年，公司营收高速增长，

同比增速每年都超过了 100%。但是，公司销售费用增长更快，其占收入的比例从 2011 年的 20.7%一路

攀升到 2015 年的 40.1%。 

猎豹的销售费用增速持续高于收入增速，这背后可能意味着公司产品的黏性不够强，客户流失率较高。

为了维持增长，公司必须不断地投入更多的销售费用去获取更多新客户，才能带来增长。 

图 3：猎豹移动收入及增速（百万元）   图 4：猎豹移动利润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如果我们看其运营数据，则会发现猎豹一直是处于一种高投入，高流失率的状态。2015 年公司产品的月

活用户数（MAUs）从年初的 3.95 亿，上涨到年末的 6.35 亿，净增加了 2.4 亿。但是在整个 2015年，

公司新增安装量为 12.52 亿次，也就说公司当年流失用户量高达 10.12 亿。 

如果计算猎豹的 LTV/CAC，会发现其 LTV/CAC 一直不高，从 2015 年起已经持续低于 3。一般来说，LTV/CAC

低于 3 就意味着公司的商业模型处于不健康状态，这表明其在 2015 年后，并不适合进一步扩张。 

图 5：猎豹移动的 LTV/CAC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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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具型软件的变现能力取决于客户价值 

从上述猎豹的案例可以看出，虽然它在海外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月活用户突破 6 亿

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但是，由于其工具型软件本身黏性较低，客户价值不高。所以，其产品流失率高，

商业变现能力较低，只是依靠高营销费用不断驱动增长。 

过分依靠巨头给猎豹带来极大挑战 

在猎豹的发展过程中，其对 Facebook 和 Google 的依赖度非常高。这对其工具型软件业务长期价值产生

了很大影响： 

1、 Facebook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猎豹的主要推广渠道，而且 facebook 的广告联盟也是猎豹流量的主

要变现渠道。在双方度过初期的紧密合作期之后，facebook 逐步放开更多第三方广告平台，让猎豹

的广告收入被分流。2018 年底，facebook 和猎豹合作中止，严重影响了猎豹的收入。 

2、 而谷歌则掌握着安卓操作系统，猎豹的工具型软件能够做起来就是由于初期的安卓系统不够完善、

碎片化程度太高，导致用户在软件清理、耗电管理等方面体验不佳，这给了猎豹去做工具型软件的

机会。 

而随着安卓系统本身能力的逐步改善，对猎豹工具本身的需求出现下降。尤其是 2019 年，谷歌进一

步限制猎豹的广告变现方式，甚至在 2020 年 2 月 20 日，谷歌将猎豹旗下的 45 款应用，全部清理出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 

受此影响，猎豹移动工具应用收入在 2019 年为 15.73 亿元，同比下降 49.6%。由此可见，过分依赖巨头

会带来极大的潜在风险。 

电商零售公司对电商平台的依赖也是如此 

如果一家公司过分依赖巨头，长期来看公司往往很难赚到钱。以电商行业为例，好想你（002582）2020

年 2 月宣布以 7.05 亿美元将旗下的赫姆斯公司出售给百事饮料。 

如果我们看赫姆斯的报表会发现，它以“百草味”为品牌经营零食，其主要是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

出售产品。其收入连年高速增长，但是净利润率极低，2019 年仅为 3.4%。 

公司的主要费用都花在销售上了，其交付给电商平台的收入连年大幅上涨。根据公司资料，其 2019 年毛

利率为 26.54%，而其销售费用占比为 20.3%。其中，公司付给电商平台的推广费用占销售费用的比例约

为 30%，整体增速明显快于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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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许多依靠大平台的工具型软件也是如此。长期来看，很难从中获得超额受益。 

广联达：极强的产品黏性也反应到了数据上 

广联达的工程造价软件是国内少见的工具软件。市场占有率高，在 60%以上。产品标准化程度高，毛利

率水平达到了 96%。 

工程造价软件极强的产品黏性源于其创造了强大的客户价值。具体来看体现在： 

一、用户使用习惯。许多用户使用习惯了某种软件，往往不愿意更换其他同类软件，因为其中会有细微

的使用习惯差异。这种使用习惯差异会让很多人不愿意改变。 

二、工程造价软件具有网络效应。工程项目造价需要甲方与乙方沟通核对具体数据，而如果双方使用不

同的造价软件则往往会存在计价和算量的细微数字差异。这些差异虽然很细微，但是双方都很难解释清

楚。因此，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乙方往往会迁就甲方的使用习惯，双方共同使用相同的工程造价软件。 

广联达的工程造价软件具有的极强产品黏性，在数据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应。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公

司云化的产品，其 LTV/CAC 能够达到 7.71，远高于平常认为的健康基准 3。 

图 6：好想你旗下的赫姆斯公司收入及利润情况（百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7：广联达产品黏性充分体现在 LTV/CAC 上 

 



 

东兴证券行业报告 
工具型软件行业深度报告：价值从何处来，转型该何处去 P9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4. 从快手的成功转型来看工具型软件的价值提升 

总之，我们认为工具型软件的变现能力取决于客户价值。而不同的工具型软件有很大差别： 

1、 对于企业服务型工具软件，如果客户价值高，则可以直接对客户收费，商业变现效率极高。典型案

例，如广联达、金山办公、Atuodesk 等。 

2、 而面向普通消费用户的工具型 App，则往往面临着获客成本高、变现能力弱等各种问题。在这个赛道，

工具型软件公司的商业模式都不是很好。 

那么，对于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工具型软件公司，未来应该去发展呢？目前来看，最好的转型案例就是快

手。 

快手成功从工具厂商转型成为短视频社交平台 

快手创立于 2011 年 3 月，它早期产品《GIF 快手》，是一款可以让你在手机上制作 GIF 动画的小工具。

制作素材可以是现场拍照也可以从手机里提取现有图片，制作好的动画还可以同步分享到各个 SNS 网站

（新浪微博，人人网，腾讯微博）上和大家分享。 

 

快手很早就看到了工具型软件的门槛不高，而且商业化变现挑战很大。从 2013 年起，快手开始从工具

转型做短视频社区。 

在宿华和程一笑的带领下，快手克服了多重困难，主动切断了微博的流量来源，经历了日活用户暴跌。

此后，不断优化产品、引入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流等。2014 年起，快手的活跃用户量开始暴涨。 

经过几年努力，快手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之一，公司价值得到了数百倍的提升。目前，

公司产品日活用户突破了 3 亿。公司商业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播成为公司主要的变现方式。 

而且，快手的直播带货也发展迅猛，是去中心化电商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在关于中国有赞（8083.HK）

的多篇报告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欢迎查看。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8：《GIF快手》的界面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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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并未转型成功的工具软件厂商 

在看到快手转型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更多的工具软件厂商并未转型成功。典型案例如下： 

1、 猎豹推出的 Live.me 及短视频产品。在 2016 年前后，猎豹先后推出了多款短视频产品，但是并没有

取得成功。 

2、 美图公司旗下拥有著名的“美图秀秀”修图软件，其推出“美拍”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受抖音冲

击很大。而其旗舰工具“美图秀秀”也在 18 年起，想要转型成为图片社交平台。 

总之，工具型软件转型，需要完全不同的能力，对公司挑战很大。 

5. 相关公司 

下面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工具型公司代表。应用我们上面提出的价值评估框架，可以对其公司长期价值做

出合理的评估。 

广联达（002410）、金山办公（688111）、三六零（601360）、万兴科技（300624）、光云科技（688365）、

迅游科技（300467）、国联股份（603613）、暴风集团（300431）、猎豹移动（CMCM.N）、迅雷(XNET.O)、

有道（DAO.N）、美图公司（1357.HK）、鲁大师（3601.HK）、福昕软件（待上市）。 

6. 风险提示 

1、商业模式存在重大缺陷的风险； 

2、高速发展过程中管理无法跟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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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 同样都是亏钱扩张，瑞幸咖啡和拼多多有何不同？ 2019-12-23 

公司 拼多多（PDD.O）：“补贴”的三重境界 2019-12-02 

公司 拼多多（PDD.O）：从淘集集暴雷看拼多多的护城河 2019-11-01 

公司 拼多多（PDD.O）：从颠覆式创新来看电商大战的未来 2019-09-17 

行业 操作系统行业深度报告：华为鸿蒙系统、安卓和未来 2019-07-13 

行业 工业软件产业报告之二，电子设计软件 EDA 是芯片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2019-07-12 

行业 工业软件：中美科技战命门之工业软件深度报告之一 2019-05-22 

行业 美国 SaaS 产业：行业发展巡视及整体分析 2019-05-22 

行业 新零售的核心受益者：腾讯、阿里和 SaaS 公司 2019-05-07 

公司 石基信息（002153）：信息消费龙头，云价值腾飞在即 2019-06-17 

公司 中国有赞（08083）深度报告：中国率先腾飞的 SaaS 服务商 2019-03-05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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