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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营销战略思考



在泛娱乐化大潮下，综艺植入、明星代言已成为品牌传播的常规方式，尤其在教育行业，求
学就业关系到学生一生的职业选择，品牌及口碑的深度尤为重要。
2016年，新华教育为热播综艺《我去上学了》提供教学场地，为旗下新华电脑、新东方烹饪
及万通汽车做品牌宣传，但教育行业尤其是职业教育招生转化周期较长，品牌广告如何落
地，如何对效果进行追踪转化，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案例产生的背景
品牌广告如何达成效果转化



学历类职业院校
• 2015年我国拥有职业院校在校生约2250万人，市场规模庞大

• 中等职业院校招生人数波动大，行业亟待规范，未来市场将趋向进一步

整合

• 高等职业院校稳步发展，招生人数较十年前水平增长达45%以上，增长

空间依然广阔

非学历类职业院校
• 民办教育机构在非学历职教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借助资本力量

及在线教育技术提升，已呈现加速增长趋势

• 泛IT培训是现阶段拉动非学历教育市场的三驾马车之一

• 在线化程度高是非学历职教领域的显著特征，近五年来在线职教复合增

长率保持在40%以上

目前职教市场总体规模约7300亿元，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扩大至8600亿元，职教行业规模巨大，充满竞

争也充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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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汽车从汽修培训升级
为汽车技术人才培训

新华电脑从电脑专修升级
为互联网全职业教育

新东方烹饪如何保持
行业第一地位，提升
“指名度”

市场环境

如何从知名度的塑造到“指名度”的提升

品牌升级后如何挖掘潜在目标用户



01 02 03 04营销目标

广告主诉求

中观：品效结合

宏观：品牌指名度提升

微观：挖掘用户

将品牌广告与SEM结合，拓展更多的流量

品牌升级后如何扩大目标用户

明确市场定位，提高转化量



Part 2
项目创意洞察



电脑、厨师、汽修等职教专业呈现年
轻化、男性化两个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
处于求学阶段，获取网络信息主要通过移
动互联网，习惯使用百度来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对新闻资讯类信息有较高
的敏感度，碎片化阅读行为居多。

消费者洞察

新华教育

学历
本科以下：50.16%

年龄
22-29岁，占65.7%
10-19岁，占10.93%

性别
80%男：女20%

地域
北京、上海、深圳、广
东、合肥等

职业
教育.学生：29.93%
计算机.互联网22.33%

兴趣点
网民对于”求职教育、休闲爱
好、旅游等感兴趣；
经常访问网络购物、门户网
站、音乐影视等网站；

年轻化 男性化



80% 20% 10-30岁

纵观各类广告渠道，唯有搜索广告是100%可
量化的精准效果广告，而百度最新的原生广告
既可以延续品牌广告热点，结合明星、综艺节
目等热点事件投放，又可以借助搜索行为数
据，筛选出年龄、性别、关键词搜索、新闻浏
览习惯均匹配职业教育目标人群的用户，打破
了品牌广告与效果广告的边界。

媒介洞察
原生营销助力品牌落地



社会对职业教育需求旺盛

新华教育利用娱乐营销推动品牌传播国家政策推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2014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 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2015年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市场发展 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对在某方面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就业利好消息推动更多

的人转向职业教育培训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

考试类的职业考前培训、就业技能类培训和在职培训需求

强烈。

品牌市场机遇

随着市场的发展，电视节目综艺化，中国迎来全民娱乐浪潮。

新华教育的学生人群年龄较小，兴趣倾向休闲娱乐，因此

2016年新华教育集团的品牌宣传与时俱进，偏向娱乐化。除

了利用明星代言，还为一档热门的娱乐节目提供教学场地，通

过节目360°展现课程，师资，校园以及就业前景。因为节目

题材新颖，拍摄真实具有感染力，节目播出后，收视率很高，

极大的强化了品牌形象，为品牌推广提供了新机遇。



Part 3
营销策略



实现营销目标的方案选择和优选

明星品专+品牌华表+行业URL定投+原生营销+品牌专区+SEM

优选方案

此方案将广告主的明星代言、电视广告、新闻推广

与百度产品深度结合，再利用原生营销更广泛的覆盖

潜在人群，最终再由检索行为收口，形成了营销闭

环。但产品比较新颖，需要较长的过程测试方案的可

行性。

推广方式：

通过明星品专放大明星效应，行业URL定投选取新闻页

面，保持新闻效应，原生广告强曝光的方式覆盖潜在人群，

最终通过检索的行为，将流量引入搜索引擎的入口，品专

+SEM+品牌华表组合，精准覆盖品牌及行业的检索人群。

百度品牌专区+SEM+网盟推广

推广方式：

网盟大量曝光覆盖潜在人群，让网民形成初步印象，

再通过检索的行为，将流量引入搜索引擎的入口，品牌

专区精准覆盖品牌检索人群，SEM精准覆盖行业检索人

群。

方案1

此方案较为常规，效果已获得众多广告主验证，是

比较保险的投放方式。虽然能测试出品牌词的转化效

果，但无法将广告主线下广告与线上广告结合，且缺乏

灵活性，品牌差异化推广效果差强人意。



原生广告支持兴趣、浏览行为等定向方式，同时在推广前，利用百度

大数据，百度司南，百度指数等产品对消费者进行人群进行深度分析，从

众多百度产品中优选与广告主人群的匹配度高的产品，进行投放。

创新开发品牌观察模型工具，对接百度API，结合百度大数据，为客户

品牌及人群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刻画出清晰的消费者人群画像。

随着百度新产品的测试与开发，对新产品进行积极测试深入分析，不

断优化达到理想效果，并总结优化经验及案例，为客户开发多条产品线。

对消费人群深度剖析，找到产品特性，

扩大推广面。明星品专覆盖明星粉丝群体，

行业URL定投覆盖关注新闻的理性潜在用

户群，原生营销智能匹配浏览意图相符的

潜在人群。

通过不同的百度产品，覆盖不同的人

群，达到客户要求的品牌差异化投放。且

人群覆盖面更广，曝光量更大。

可行性

可能性
创新性

优选方案分析



Part 4
项目执行



项目执行

实验 问题 解决方案 创新

新华教育集团是创建28年的老牌职业教育机构，根据旗下不同品牌地位和营销策略，进行差异化推广。

行业定投：承接品牌广告

热度；

百度原生：强曝光；

明星品专、品牌华表：覆

盖潜在搜索人群；

SEM+品牌专区：流量收

口，完成品牌到效果的转

化。

竞手动向，产品组合受

到行业及市场影响等因

素，对效果会产生不同

程度影响。

及时关注数据变化，

调整投放方式。

不断挖掘百度新品，

结合广告主自身业务情况，

测试寻找优化突破口，寻

求利益最大化。

创新开发品牌观察模

型工具，结合百度大数据，

清晰刻画消费者人群画像，

为原生广告投放提供基础。



项目执行

明星品专

品牌华表

行业URL定投

原生营销

从单一化的品牌植入、效果营销转向更具整体性、计划性、逻辑关联性

更强的营销组合，形成联动，结合明星及娱乐元素，放大品牌效应，形

成1+1>2的营销效果。

营销组合

SEM+品牌专区

曝光500万
点击105万次

招生旺季强化效果

关联娱乐新闻

拓展人群，引爆趋势

流量收口，效果转化



品牌华表

原生营销

SEM+品牌专区

明星品专

行业URL定投

项目执行



Part 5
效果评估与社会价值



品牌推广

承接“李晨”、“黄渤”等明星关键

词搜索流量，品牌专区整体曝光量达到

790万次，点击196万次，展现量最高

增长20倍

2000%

用户拓展

行业URL定投覆盖相关娱乐新闻报

道，原生广告拓展潜在目标用户，

展现量高达1200万次，点击超9万

次（不完全统计）

1200万

品牌指名度

“新华教育”百度司南数据

显示，品牌检索量最高增长

超20倍，和其它竞争对手逐

渐拉开距离，初步实现从知

名度升级为“指名度”的目

标。

20倍

广告主诉求匹配程度

本次案例通过行业定投承接品牌广告热度，以百度原生进行强曝光，

以明星品专、品牌华表覆盖潜在搜索人群，最终通过SEM和品牌专区形

成流量收口，完成品牌到效果的转化。

明星品专+品牌华表+行业URL定投+原生营销+品牌专区+SEM的营销

组合不仅了拓展了流量，同时也满足了广告主延续品牌广告热度，挖掘

潜在用户的目标，对新华教育集团旗下各品牌的招生也起到一定促进作

用，特别是当季秋招招生规模有明显提升。



效果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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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教育品牌专区数据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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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专区数据表现：项目实施以来，新华教育品牌专区数据持续走高，展现量和点击量双高，且增长量高达20倍以上。



效果论证

百度司南指数显示：项目实施以来，新华教育品牌检索量飙高，和竞争对手逐渐拉开距离，初步实现从“知名度”到“指名度”的提
升。

数据来源：百度司南



品牌+效果

传统+数字 智能+技术

娱乐+原生
品牌传播的同时达成效果监测及转化。 娱乐化营销结合原生营销，放大品牌效

应。

数据挖掘技术推动智能营销，效果最大

化。

传统营销方式结合数字营销技术，与时

俱进。

案例总结

项目从品效兼顾的角度切入，关注营销各环节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达成品牌兼顾效果、传统结合数字、娱乐原生互动，技术推动智能营
销的四个营销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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