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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模及趋势 

视频广告 



富媒体时代 
            正在以比你想象快得多的速度到来…… 

含视频在内的富媒体内容 

占比超过50% 



74.70% 74.70% 73.60% 

62.10% 
54.10% 

文字 图片 短视频 直播 语音 

2017年中国网民信息获取形式分布 

短视频已跻身 

主要信息传播载体之一 

来源：《2018中国原⽣生生视频分析（易观）》 



视频广告概念的变迁：从电视广告到视频内容的传播 



视频广告收入增长，视频信息流广告加速发展 

95% 89.10% 76.80% 

5% 10.9% 
23.2%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5-2017中国网络视频广告收入结构 

贴片广告 原生视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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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中国网络视频广告收入规模 

网络视频广告收入（亿） 增长率 

-  2017年中国网络视频广告收入市场规模达到412.6亿元，增
速达51.8%，远高于网络广告的平均增速（33.8%）。 

-  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的爆发增长，以及多元化商业模式的
开发，助力视频广告市场的发展。 

-  从是否依托于视频平台本身可分为贴片视频广告和原生视频广告。 
-  目前贴片视频广告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市场份额占比高达

76.8%，而原生视频广告则日渐兴起，2017年收入占比提升至
23.2%。 

来源：艾瑞 



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广告主选择视频物料进行投放 

   广告主的选择 
-  2018年1月到7月，选择视频物料进行广告投

放的百度信息流广告主预算增长11倍！ 

-  越来越多的广告主认可视频物料的传播效果。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1倍 
百度信息流⼴广告主投放视频物料料总消费 

来源：百度数据 



百度 - 视频信息流产品应运而生 

富媒体时代 视频广告增长 广告主视频物料增加 

（天时） （地利利） （⼈人和） 



02 产品介绍 

百度 - 视频信息流广告 



百度 - 视频信息流广告 

客户的视频内容在 

百度流量生态的传播 



流量生态在哪里 

移动端第一流量入口 

手机百度 

全球最大的中文社区 

百度贴吧 

短视频智能分发平台 

好看视频（近期新增） 

中国⽹网⺠民覆盖率： 

⽇日活跃⽤用户： 

⽇日PV量量级： 

⽉月活跃⽤用户： 

⽇日均停留留时⻓长： 

⽉月活跃⽤用户： 

35亿+ 

3亿+ 

95% 

1.5亿+ 

70分钟 

2亿+ 



流量生态在哪里 

百度APP 
列表页 

百度APP 
底bar列表页 

百度APP 
图文/视频详情页 

贴吧APP 
首页 

贴吧APP 
吧列表页 

好看APP 
小视频外的其它频道 

17个tab频道 



丰富的视频物料样式 

大图视频 大图视频下载 竖版视频/ 
竖版视频下载 小图视频 



大图视频样式 

大图视频 

样式 资源 位置 CPC GD 播放形式（WIFI
环境下） 

大图视频 

百度APP 

列表页 ✓ ✓　 WIFI自动播放 

底bar列表页 ✓ ✓　 列表页手动播放 

图文详情页 ✓ 　 中间页自动播放 

贴吧APP 
首页 ✓ ✓　 WIFI自动播放 

吧列表页 ✓ ✓　 WIFI自动播放 

好看APP 小视频频道外的其
它频道 　 ✓ WIFI自动播放 

手百WAP 列表页 ✓ 　 中间页自动播放 



-  前端强展示，高曝光度，更吸睛。 
-  手百APP主feed列表页、好看视频APP和贴吧

支持Wi-Fi环境下当前页自动播放。 
-  跳转NA落地页，体验更流畅，兼容性更强 

大图视频样式 

-  列表页出现视频广告样式，带有播放icon。 
-  前端强展示，高曝光度，更吸睛。 
-  全行业适用，覆盖多个广告位。 

-  视频随动播放：播放器不吸顶，向上滑动时，视频
播放器随动，此时广告主落地页全屏展示。 

-  点击视频尾帧『查看详情』按钮（点击后跳转全屏
广告主落地页）。 

-  下方拼接广告主落地页，支持页面内所有交互。 
-  百度APP框架底bar支持一键分享和收藏广告主落

地页。 
-  注：百度APP底bar列表页广告无中间页。 

上线DEMO 中间页 

产品介绍 

亮点 

中间⻚页说明 



小图视频样式 

小图视频 

样式 资源 位置 CPC GD 播放形式（WIFI环
境下） 

小图视频 

百度APP 

列表页 ✓ ✓　 

中间页自动播放 

图文详情页 ✓ ✓　 

视频详情页 ✓ 　 

手百WAP 
列表页 ✓ 　 

图文详情页 ✓ 　 



小图视频样式 

-  相比于普通小图图文样式，视频更具有吸引力。 
-  各大竞品视频样式发展较为成熟，效果反馈佳。 

-  前端样式在小图基础上，增加播放icon变身小
图视频样式。 

-  点击后进入视频中间页。 
-  全行业适用，覆盖列表页&详情页多个广告位。 

-  视频随动播放：播放器不吸顶，向上滑动时，
视频播放器随动，此时广告主落地页全屏展示。 

-  点击视频尾帧『查看详情』按钮（点击后跳转
全屏广告主落地页）。 

-  下方拼接广告主落地页，支持页面内所有交互。 
-  百度APP框架底bar支持一键分享和收藏广告

主落地页。 

上线DEMO 中间页 
产品介绍 

亮点 

中间⻚页说明 



大图视频下载样式 

大图视频下载 

样式 资源 位置 CPC GD 播放形式（WIFI环
境下） 

大图视频下载 

百度APP 列表页 ✓ ✓　 

WIFI自动播放 
贴吧APP 

首页 ✓ 　 

吧列表页 ✓ 　 



大图视频下载样式 

-  作为目前百度信息流最强展示效果样式，适合下载类型广告主投放。 
-  支持视频中间页下方拼接下载页面（iOS半屏appstore，安卓端支持列表页直接下载）。 
-  Wi-Fi环境下当前页自动播放。 

视频+下载，达到1+1>2的效果 

iOS端： 
• 列表页点击『立即下载』弹出全屏appstore 
• 点击视频区域跳转中间页，中间页拼接半屏appstore 

安卓端： 
• 列表页支持立即下载，按钮可显示下载进度。 
• 点击视频区域跳转中间页，中间页拼接下载页面。 

上线DEMO 中间页 上线DEMO 中间页 



竖版视频/竖版视频下载 

竖版视频/ 
竖版视频下载 

样式 资源 位置 CPC GD 播放形式（WIFI环
境下） 

竖版视频/
竖版视频下

载 
百度APP 主feed列表页小视频

入口-竖版 ✓ 　 WIFI自动播放 



竖版视频样式 

-  全屏展示、声画兼具。 
-  视频自动播放。 
-  视频下方头像、文案、详情均可点击。 

-  位于百度APP列表页小视频入口上划第4位，
后续10N+1楼。竖版广告填充整个屏幕，且
视频自动播放，更原生更吸睛。 

-  无视频播放中间页。 
-  全屏展示广告主落地页。 

列表页 
小视频入口 

小视频详情页
（资讯） 

竖版视频 
（广告） 落地页 

上滑4位 点击热区和
左滑进入 

产品介绍 亮点 落地⻚页说明 



竖版视频下载样式 

-  直接下载样式，便于APP推广客户投放，优化下载流程，提高广告效果。 

安卓端： 
-  安卓端点击按钮（页面按钮&尾帧按钮）支持当前页直接下载，

同时按钮展示下载进度。 
-  前提热区（如头像、标题、左滑等）均跳转下载H5页面。 

IOS端： 
-  IOS端点击热区后直接跳转App Store。 

亮点 



大图视频/下载物料WIFI自动播放，降低客户转化成本（竞价模式） 

不不播ctr 播ctr 不不播cvr 播cvr 

VS 

对比同一广告位大图视频/大图视频下载样式在WIFI自动播放后与自动播放器的效果，

从竞价系统大盘来看，客户CTR略降，而转化率明显提升，大大降低了客户的转化成本。 

不不播cpa 播cpa 

& 

CTR ⬂ 
9% 

当用户处于WIFI环境，刷到APP端大图视频/大图视频下

载样式，在列表页自动静音播放当前视频广告☟ 

CVR ⬀ 
55% 

CPA ⬂ 24% 

自动过滤掉对广告没有兴趣的用户，相同的点击带来价
值 用 户 的 比 例 更 高 ， 为 广 告 主 节 省 成 本。 



视频广告中间页优化，提升广告转化效率 

优化前 优化后 

（动态demo,点击可播放） 

-  改为随动视频后，广告主页落地页面积扩大，
提高转化效果； 

-  增加尾帧优化促进转化。 

-  随动播放器：播放器不吸顶，向上滑动时可
推出视频播放器，此时广告主落地页全屏展示； 

-  取消中部文案内容； 
-  播放器尾帧可点击：当视频播放完毕后，播

放器上出现尾帧样式点击 
   【查看详情】后跳转广告主落地页 
-  （iOS端视频下载中间页保持吸顶播放器） 

优化内容 

亮点 



依托百度强⼤大技术能⼒力力 

⽀支持多种定制化创新玩法 
-  视频内广告（贴片、中插、暂停、角标） 

-  视频直播样式 

-  好看视频&百家号自制节目软植广告 

-  内容理解广告（明星定向） 

-  激励视频 



样式 售卖⽅方式 资源 位置 

后贴⽚片 GD ⼿手百 视频详情⻚页 

视频内广告 

注：绿色为待上线广告样式 

前贴⽚片&中插 暂停⼴广告 

⻆角标⼴广告 后贴⽚片⼴广告 



直播样式 

20180331（直播样式） 

-  适用于新品发布会直播，线上线下联合传播（GD售卖） 

产品介绍 



好看视频&百家号自制节目软植广告 

《TA说》 - 闪烁思想光芒的脱口秀 好看视频 

-  节目形式：录播； 节目周期：周播； 节目时长：
15~20min；季播：12期；开播时间：10月 

-  每期节目由嘉宾主题脱口秀（10-12min）+才艺
（3-5min）+互动（3min），三部分构成 

-  合作模式：12期总冠名（144万）单期合作伙伴（12万/
16万） 

百度平台独播IP，可根据广告主深度定制软植 百家号 

-  《一起去看北极光》----体验俄罗斯美食，挖掘中俄美食
文化的碰撞，拍摄一次内容有趣、知识性强的美食之旅； 

-  《吃播长江》----展示沿长江我国饮食文化的变迁，以及
改革开放40年来； 

-  《影像北京/北京图志》----讲述邀请名记者和网络大咖通
过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  《一线视频》----热点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直击现场，对
话当事人 。 



内容理解后贴片 

每一帧面部识别 

锁定视频内容 

后贴片展现 

语音/字幕识别 



内容理解后贴片 - 明星定向 

-  客户选定的明星视频播放完毕后，出现客户后贴片广告，精准推送粉丝人群，玩转粉丝营销。 

明星定向产品介绍 

-  广告位置：百度APP视频详情页 

-  展现位置：视频播放结束后贴片

广告 

-  展现频次：同一网民，8小时内

只展现一次 

-  购买方式：GD 

-  素材类型：大图（1280*720，

GD后台设置大图链接样式） 

-  定向：明星专属定向 

-  转化：可点击后贴片跳转至落地

页 

-  明星所属-地域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等….. 

-  明星所属-性别 
 
  男、女 

-  明星人设 

形象（型男、绅士、小
鲜肉、暖男） 
角色形象（偶像、老戏
骨） 
性格（高冷、可爱、呆
萌） 

专属 
定向 

-  适配行业 
 
汽车、家用电器、生
活旅游、休闲娱乐、
服装、电商 



更多创新玩法 - 激励视频【测试中】 

-  在玩家玩游戏过程中植入视频广告，玩家在收看游戏中的奖励视频广告后，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诸如游戏币、升级、延长时间、角色复
活等福利； 

-  计费方式： CPM、CPI ； 
-  一般奖励视频广告是不被允许跳过的，而且大多的广告时间是30s； 

激励视频产品介绍 

玩家更愿意通过观看激励视频获得游戏机会 游戏app内广告中，激励视频点击转化率最高 开发者对激励视频广告的选择倾向超过50% 

[值]‰ 

[值]‰ 
[值]‰ 

奖励视频广告 插页广告 横幅 

游戏app内广告不同广告形式的转化率 
（单位：‰ 千次广告展示的安装率） 

激 励 视 频 广 告 是 用 户 、 广 告 主 、 开 发 者 三 方 的 共 赢 选 择 

观看奖励 
广告 

 
54% 

传统中插
广告 

 
17% 

预先付费 
 
 

18% 

APP内购买 
 
 

11% 

奖励广告 

58% 

视频广告 

16% 

Banner 

15% 

全屏图片 

11% 



更多创新玩法 - 激励视频【测试中】 

-  通过iOS快速切入，迅速完善API能力， 探索
安卓市场空间； 

-  以OCPX为基础的投放能力，配合单独 的模型
和预算，快速打造客户口碑。  

-  外部重点发力强场景类休闲游戏媒体； 
-  内部弱场景类非游戏流量入手， 覆盖小说等

内部流量 ； 
-  激励视频产品能力直接小程序-小游戏当中 。 

流量接入 

-  视频时长：10~30秒  
-  视频格式：横/竖屏 16:9 9:16  
-  计费方式：初期支持CPC计费，后续接入OCPC；  
-  转化组件：支持跳转链接，应用下载  
-  交互方案：  
     • 用户必须观看完所有的视频 
     • 播放完成播放尾帧不自动关闭  

激励视频广告样式（DEMO） 

流量量接⼊入 

产品功能 

⼴广告交互 



03 行业案例 

百度 - 视频信息流广告 



游戏行业 - 大图视频结合OCPC，优化客户转化成本 

目标：控制转化成本，提升用户激活量 
 
第一阶段，积累数据，覆盖大量游戏人群 
-  投放平台：手百信息流 
-  投放样式：大图视频 
-  基础人群：M18-44+； 
-  兴趣人群：定向泛娱乐兴趣，如游戏、影视、小

说、 资讯等 
-  关键词人群：定向游戏类通用词，如游戏排行、

最新手游等，尽量覆盖所有游戏人群 
 
第二阶段，智能投放，筛选精准人群 
-  根据转化率预估进行智能投放，以转化成本为优

化方向，帮助广告主提高广告转化效果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 32% 

图⽚片成本 视频成本 

⬂ 37% 

同样使用OCPC策略的情况下 
大图视频转化成本显著低于常规图片 



游戏行业 - 竖版视频提升有效转化，降低获客成本  

在投产品：某知名魔幻盗墓类游戏 

 

版位选择：优选流量 

 

定向信息：因目前小视频流量有限，且该盗墓

类游戏除了本身的游戏性，娱乐性也非常强，

对于泛娱乐人群有普适性，故选择通投 

 

操作系统：ios    网络环境：WIFI 

 

创意分析：竖版小视频本身就具有优质的内容

属性，广告主的小视频广告创意继承了小视频

独有的内容属性，还原了经典的盗墓剧情，画

面、解说都与剧情极度贴合，投放效果良好。 
小视频 原生 

小视频 原生 

成本降低21% 

6月日消 7月日消 

6月日消 7月日消 

消费提升71% 



金融行业 - 视频样式+DMP+意图标签，优化信息流投放效果  

运⽤用意图⼈人群标签 DMP⼈人群拓拓展功能结合视频样式的组合策略略， 
形成了了⼀一套有效且可复制的⾦金金融借款⾏行行业的原⽣生投放模型 

人群定向 
-  通过意图标签唤醒行业强意图人群 

-  利用百度机器学习能力，扩展品牌及竞品人群 

创意展现 
-  用户需求点：利息低 额度高 分期久 不抵押 不担保 不征信 

-  客户卖点：审核快 到账迅速 额度高 大公司 不抵押 不担保  

数据表现 

-  整体点击率提高  11% 

-  转化成本降低 21% 

-  项目预算提高210% 



教育行业 - 视频样式助力教育客户实现品效合一  

目标 
-  增加获客渠道，通过增加视频样式，获得更多转化线索 

-  提升品牌认知，增加视频素材，丰富投放样式 

策略 

-  意图词锁定精准目标人群，通过以往投放，选出消费top

意图词 

-  教育标签刺激泛教育人群，通过百度知识图谱形成的教育

标签，对语培训需求的用户定向投放 

效果 
-  对比非视频广告，展现、点击增量明显，且点击成本下降

86%。 

-  对比非视频广告，品牌回搜人次提升2倍，品牌回搜次数

提升2.81倍。 

CPC ⬂ 

＋79% 

－86% 

CTR⬀ 



美容化妆 - 借势热剧，采用大图视频样式为品牌新品上市造势  

目标：新品推广 
 
创意物料 
-  采用大图视频展现样式，将精彩的创意内容

及新品亮点充分传达给目标受众； 
-  创意文案突出明星代言并借势热剧《春风十

里不如你》，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吸引关注
度。 

 
投放平台：百度APP 
 
人群策略 
-  运用百度大数据，定向品牌人群、彩妆人群、

粉丝人群。 

CTR ⾏行行业均值 

⬁ 80% 

投放期间，曝光近千
万次！ 
CTR达2.5%以上，高
于行业均值80%！ 



零售行业 - 探索零售行业视频广告表达方法，广告效果攀升  

营销目标：增加APP激活量 

投放形式：视频投放ios直接下载 

物料形式：真人实景演绎优惠卖点，素材封面优化提升点击率 

意图词圈定： 
-  品牌意图词:小米、苹果、华为等手机品牌 
-  长尾意图词:手机特价、手机哪里优惠、特价卖手机

等 
-  优化方向：叠加意图词，保证转化量的同时降低成本 
 
兴趣标签选择 
-  3C、软件应用、运动装备、健身等兴趣人群 
-  优化方向：精简用户人群 ，降低转化成本 
 
属性选择 
-  时段:周一至周五7-9/11-14/18-24点 周末全天投放 

地域:全国 年龄:44以下 性别:男 网络环境:wifi  

A B C 

通过三个阶段对定向、视频
类型、视频封面、以及文案
表述的优化，使转化成本下
降91.62% 



汽车行业 - 多定向组合方式，提升汽车客户线下转化  

营销目标：通过车展活动，吸引目标用户线下参展。 

投放策略：视频样式增加感官刺激，配合多组合定向方式，实现
本地化车展的精准覆盖。 

第一阶段：精准定向，小流量测试 
-  兴趣定向：定向高消费水平用户，如汽车、软件、

旅游、房产、金融、 资讯等 
-  基础人群：深圳、18岁以上人群 
 
第二阶段：多种定向方式拓展 
-  兴趣+APP定向：兴趣选取汽车，APP选取汽车、

体育、房产等，圈定高收入男性精准人群 
-  兴趣+商圈定向：选取房产、汽车、金融理财等

高收入兴趣，商圈深圳市核心商圈，精准覆盖深
圳市核心人群 

⼤大图样式 
CTR 

视频样式 
CTR 

1.55% 

3.16% 

CTR提升⬀1.61%， 

表单成本降低⬂68% 



明星定向 - roseonly * 王俊凯，锁定粉丝精准营销  

投放客户：roseonly· 

明星选择：王俊凯（品牌代言人） 

投放时间：811-816 

投放目的：七夕活动&签约新代言人推广 

投放金额：2.2W 

曝光展现：130W 

平均CTR：3.18% 
点击播放视频 

☛ 



04 视频制作工具 

百度 - 视频信息流广告 



视频工具 

内容 
筑基 

高效 
赋能 

营销 
强手 

l  海量正版图片 

l  个性自提素材 

l  丰富背景音乐 

l  图文快速成型 

l  多样模板参考 

l  独特定制服务 

l  富态视觉效果 

l  强化品牌印象 

l  传递营销信息 

短视频新时代， 
百度视频制作工具助力广告主打造营销大片。 

高效易制 

引爆感官 

强化互动 



视频工具 

增值服务-个性定制类 视 频 剪 辑 类  

多维图片不同组合 

表达多元场景多样 

图音并行感染力强 

创意新颖传播性强 

受众年轻制作简单 

场景化营销易共鸣 

个性定制独特性高 

专业摄制大片感强 

营销诉求自然融入 

图 片 拼 接 类  



视频信息流，期待您的加入 

shipinfeed@bai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