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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基于 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整合营销模型及应用 

摘   要 

泛娱乐 IP 时代爆发，IP 网剧播放量惊人，流量在 20 亿以上的大部分网剧由

IP 改编，且最高剧目播放量已超 100 亿，其中蕴含着巨大营销价值。如此巨大营

销价值如何实现？IP 剧植入广告与作为 APP 分发主入口的应用商店相结合的整

合营销，可以作为实现营销价值的一条出路。本文独创的 IA 模型，即为 IP 剧植

入广告与应用商店的整合营销模型，对 IP 剧植入广告的选择、对应用商店的选

择、两者整合投放的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只有对 IP 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进行

科学合理的评估选择，加之基于数据规律研究制定的整合投放策略，才能实现营

销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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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本文第一章将对本次的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告知此次研究涉及到的相关概念，

帮助读者理解此次研究内容。阐述此次研究的背景及意义，表明本次研究成果具

有当下实用价值与指导作用。最后简单介绍本文主要内容结构，以便读者阅读理

解。 

1.1. 研究范畴及相关概念  

1.1.1. 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定义 

何谓 IP 剧植入广告？何谓应用商店？这二者包含哪些内容？对于不熟悉或

对于广告行业一知半解的读者固有此疑问。我们研究任一事物必先从基本概念入

手，而后深入研究，方能无误解、不跑偏，可见理解基本概念的重要性。 

何谓 IP 剧？IP 剧是指在有一定粉丝数量基础上的国产原创网络小说、游戏、

动漫为题材，创作改编而成的影视剧称为“IP 剧”。 近年来，以游戏、动漫及网

络小说为题材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因其广大的粉丝数量而大火特火！除了大家所熟

知的游戏改编剧《仙剑奇侠传 1》、《剑侠情缘》等，还有以网络小说改编而成

的《步步惊心》、《何以笙箫默》、《花千骨》、《琅琊榜》等一系列大家耳熟

能详的优秀剧作！ 

何谓植入广告？“植入广告”是随着电影、电视、游戏等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

广告形式，它是指在影视剧情、游戏中刻意插入商家的产品或服务，以达到潜移

默化的宣传效果。由于受众对广告有天生的抵触心理，把商品融入这些娱乐方式

的做法往往比硬性推销的效果好得多。植入式广告之所以称“植入”，主要指它隐

藏于载体并和载体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受众所真实感受到或通过幻想所感知到

的场景的一部分，以非广告的形式在受众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商品或品牌信息不

知不觉展露给受众，具有相对的柔软度。植入式广告正从大众媒体走向街头巷尾，

可谓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在毫无意识中，你接受了关于产

品和品牌的信息，这正是植入式广告的本质所在。其现实效应明显，使受众更加

容易接受，达到广告的本质目的[1]。 

http://baike.baidu.com/view/580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68/80693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43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6010/66328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02593/489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4438/1364257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14193/122585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62685/120937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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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两个概念的了解，“IP 剧植入广告”自然不难理解，即在 IP 剧中

出现的植入式广告。在当下爆红的 IP 剧中采用受众易接受的植入式广告，运用

得当，相信可取得良好的营销效果。 

应用商店又是甚？应用商店为通俗说法，其本质上是一个平台，用以展示、

下载手机适用的应用软件。比如苹果手机中的 App store、安卓手机中的百度手

机助手、应用宝、小米应用商店等均为应用商店。由于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 在

国内暂无商业模式，本文不做讨论。在安卓手机中，目前主流的应用商店分为第

三方应用商店和终端厂商应用商店，第三方应用商店代表有百度手机助手、应用

宝、360 手机助手等；厂商应用商店代表有小米应用商店、华为应用市场、OPPO

软件商店等。其中百度手机助手是目前为止用户量最多、产品开发最深、分发能

力最强的应用商店，后续文章中我们会谈到。 

1.1.2. 整合营销定义 

整合营销是指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

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念与方法。整合即

把各个独立地营销综合成一个整体，以产生协同效应。 

此次研究将从广告主的实际需求出发，针对当下热门的 IP 剧植入广告与作

为当下最主要 APP 分发入口的应用商店进行系统分析，分析各自的影响因素、寻

找二者的关联性与整合营销的突破口，实现二者整合营销效果增值，达到 1+1>2

的营销效果。 

由上可见本文研究内容与整合营销定义相符，归属于整合营销范畴。 

1.1.3. 整合营销中的“品牌广告+效果广告” 

我们将“IP 剧植入广告+应用商店”进行细致归类，可以将“IP 剧植入广告

+应用商店”归类于整合营销中常见的“品牌广告+效果广告”整合营销形式。为

何如此归类？先看以下两个定义。 

品牌广告，往往被人们称为“注意力经济”，旨在唤起消费者的注意及兴趣，

树立企业或者产品的品牌形象，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广告的反复播放，以帮

助消费者形成记忆。由于其距离消费者最终的购买行为较远，其过程控制异常复

杂，且结果一般难以衡量。常见品牌广告举例：传统电视广告、纸媒广告、公交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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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牌广告、IP 剧植入广告等，这些广告均通过大量曝光来唤起消费者注意及兴趣，

且后期转化效果均很难进行统计和衡量。 

效果广告，可称为“欲望经济”，针对的是最接近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探索阶段，

其表现形式与品牌广告完全不同，比如资金投入不再是大多数中小企业遥不可及

的天文数字，且广告效果可衡量。效果广告中可衡量的行为可以是点击、下载、

注册、电话、在线咨询或者购买等。常见效果广告举例：百度搜索广告、百度 DSP、

应用商店等。 

目前广告整合营销方式中，“品牌广告+效果广告”为主要整合营销形式之

一已广泛得到应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IP 剧植入广告+应用商店”亦是如此。 

1.1.4. “IP剧植入广告+应用商店”整合营销合理性论证 

 

  

图 1-1-1  刘易斯（Lewis）AIDAS 原理 5 大阶段漏斗图 

 

从 1.1.3 章节描述中可以看出，品牌广告与效果广告分属于消费者消费行为

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在刘易斯（Lewis）提出的 AIDAS 原理中，即 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

趣）、Desire（欲望）、Action（行动）、Satisfaction（满意）五大阶段，品牌广

告的主要目的处在“注意 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Desire（欲望）”

前 3 个阶段，而效果广告的主要目的则处在“Action（行动）”第 4 个阶段。AIDAS

五大阶段也正是转化漏斗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没有前期品牌广告的曝光也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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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效果广告的直接转化，所以二者共同组成了消费者消费行为过程，二者缺一

不可。这也是“品牌广告+效果广告”整合营销形式的合理之处。 

 同理可得，“IP 剧植入广告+应用商店”作为“品牌广告+效果广告”的细分

组合，同样可论证其合理性。因此，“IP 剧植入广告+应用商店”的整合营销形式

合理，二者相结合的营销效果具有理论依据。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1.2.1. 泛娱乐 IP 时代大爆发蕴含巨大营销价值 

“泛娱乐”、“IP”等字眼在近几年火了起来。由文学、影视、游戏、动漫、

音乐、演出、衍生品等多元文化娱乐产业共同组成的泛娱乐市场，IP 作为泛娱乐

生态链的串联者，促进着各参与产业的融合共生，通过改编衍生，泛娱乐 IP 能

够产生持续性价值[2]。 IP 衍生品同时反哺原 IP，放大 IP 的整体价值，文漫影游

联动模式塑造泛娱乐成功的典范。作为其中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剧也在 IP 产

业的促进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下图为中国泛娱乐 IP 市场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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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中国泛娱乐 IP 市场成长历程（数据来源：新元智库） 

 

新元智库发布的《2016 中国文娱创投：IP 产业研究报告》中说明，目前中国

泛娱乐 IP 市场正处在高速发展期，预测 2018 年后将进入成熟期[3]。 

与此同时，腾讯研究院发布 2016中国 IP生态全景数据分析也指出：2016年，

IP 产值包括 IP 版权交易规模和授权衍生周边在内的广义产值，预计将突破 5600

亿，泛娱乐 IP 时代大爆发不容小觑[4]。 

2016 年 IP 网剧播放量亦是惊人，查询各大视频网站播放量，流量在 20 亿以

上的 IP 改编占大半，其中单网站播放量最高剧目《老九门》已超 100 亿。在线

视频行业 IP 网剧流量不断增加，网剧视频品牌广告存在巨大商业与营销价值。 

1.2.2. 应用商店为应用分发主入口 

目前移动端用户占比已达 90%以上，移动端 APP 分发成为大部分广告主的

重要推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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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移动应用商店稳占应用分发入口（数据来源：艾媒） 

 

艾媒《2016 Q3 中国移动应用商店季度监测报告》[5]可知，应用商店已是中

国手机网民获取应用信息与应用下载的最主要渠道，应用商店已稳占应用分发的

主入口。 

应用商店作为解决用户 APP 下载最直接需求的途径，自身也作为广告推广

的一种形式。同时，应用商店作为效果广告的其中一员，也承接着各大品牌广告

的投放效果。 

1.3. 研究现状 

对泛娱乐 IP 的研究 2015 年开始相关期刊、论文众多，大多围绕 IP 文化职能

与市场定位 、价值链、未来发展趋势、IP 产业链培育变现机制等的研究。如 2017

年《上海信息话》发表的《泛娱乐时代打造 IP 产业链》详细介绍了在"互联网+"

时代，文化产品的连接融合现象明显，文学、动漫、影视、游戏、音乐、综艺节

目等娱乐形式不再孤立发展，而是可以协同打造同一个优质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简称 IP[6]。 

关于植入广告的部分，早在 2003 年 9 月《中外管理》发表的《无处不在的

置入式广告》就谈及到，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篇关于植入广告的文章。他率先关

注植入式广告理论并将其引入大陆，后倡导用译名“植入式广告”代替“置入式

广告"，并把“植入式广告"的应用领域从影视界扩展到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领域。

对植入式广告的运作模式和策略的研究部分，也有相关的论文期刊内容，如 2008

年湖南大学马倩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植入式广告的运作模式与策略探析》就提

出了植入式广告 4 大运营策略，在植入广告的选择上具有借鉴意义。 

应用商店的历史很短，研究大部分关于应用商店运营模式、发展趋势、广告

模式、用户行为等，并无营销投放方面的研究文章，但用户下载行为偏好研究可

对营销起到借鉴作用。 

对于 IP 剧植入广告和应用商店整合营销，无查询到相关文章。因此本次研

究具有创新意义。 

1.4. 论文构成及研究内容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wy201606163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wy201606163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xxh2017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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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绪论 

本文第一章将对本次的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告知此次研究涉及到的相关概念，

帮助读者理解此次研究内容。阐述此次研究的背景及意义，表明本次研究成果具

有当下实用价值与指导作用。 

2) 第二到六章：IA 模型概述、分论、结论 

本文第二到六章主要阐述 IA 模型，即 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整合营销模

型。从 IA 模型的概况解说到三大组成部分的详细说明，最后到总结，进行全方

位解读。 

3) 第七章：IA 模型案例 

IA 模型的实践应用，更加落地。 

4) 第八章：不足与展望 

对本次研究不足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第二章：IA 模型概述  

 

由于“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整合营销模型”名字过于累赘，为方便后续

文章的论述，给整合营销模型取了个简洁的名字，“IA 模型”。名字源于 “IP”

与“APP store”，由各自首字母组合而成，方便记忆。 

2.1. IA 模型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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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IA 模型示意图 

 

IA 模型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 IP 剧植入广告选择的 3 大维度、应用商店

选择的 4 大维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整合投放 5 大步骤。 

既然是 IP 剧植入广告和应用商店的整合营销模型，自然要考虑这二者选择

的好坏对整合效果的影响。于是乎，本文从广告主的角度出发，结合广告主的特

质、诉求以及整合营销效果最大化的目标，加之参考文献及工作中积累的广告主

服务经验，分析出了 IP 剧植入广告选择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的 3 大维度与应用商

店选择过程中的 4 大维度。选择好最合适的 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后，将二

者配合投放，即在 IP 剧植入广告播出过程中，配合投放应用商店。投放开始后，

观察分析、总结规律，采取相应整合优化策略，促使营销效果最大化。 

 

AI 模型三大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1. IP 剧植入广告选择 3 维度： 

1) 曝光度：从曝光量级层面，预判 IP 剧植入广告曝光量级大小； 

2) 接受度：从广告形式层面，预判植入广告播出后广告主 APP 是否能被受

众记住，印象是否深刻； 

3) 精准度：从受众层面，判定 IP 剧受众是否与广告主的用户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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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商店选择 4 维度： 

1) 分发能力：主要以平均日分发为衡量指标； 

2) 用户匹配度：应用商店用户是否与广告主的用户相匹配； 

3) 资源丰富度：应用商店可投放资源类型，是否适合； 

4) 推广系统完备度：推广系统完备程度影响应用商店可优化空间的大小。 

 

3. 整合投放 5 步骤： 

1) 明确整合投放目标/方式：如严控日预算 b 元内，目标成本低于 a 元等。 

2) 数据收集/监测：对 IP 剧植入广告的排期表、应用商店流量、转化率等数

据进行收集。 

3) 规律总结：可根据收集监测到的数据进行规律总结，为整合投放策略制

定提供依据。                                                                                                                                                                                                                                                                   

4) 整合投放策略制定：根据总结规律制定合理的整合投放策略。一般为在

流量增长时期，控制成本，提高曝光，提高转化量。 

5) 策略执行及动态调整：执行过程中，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不

可固守策略不变通。 

 

2.2. IA 模型适用范围 

IA 模型主要适用于 APP 分发的广告主，有 APP 分发提量需求。通过 IP 剧植

入广告与应用商店的整合营销，达到 1+1>2 的效果。 

IP 剧植入广告属于品牌广告，以前的植入对象通常为产品、品牌名称、服务

等，现如今各大 APP 也加入了植入广告的行列中，成为营销对象之一。植入广告

前期投入较大，有资金上的要求，依企业主推广预算而定。适用于推广资金充裕，

想推广品牌知名度的 APP 广告主。 

应用商店的 APP 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不违法、不黄暴、不低劣，基本可上架

应用商店。 

综上所述，IA 模型主要适用于 APP 分发的广告主，有 APP 分发提量需求；

推广资金充裕，想推广品牌知名度；不违法、不黄暴、不低劣的优质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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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 IA 模型的概述，简单介绍了 IA 模型的组成、各部分代表的意义及适

应范围，下三章详细介绍 IA 模型的三大组成部分。 

 

第三章：IP 剧植入广告选择 3 维度 

 

本章将详细分析说明 IP 剧植入广告应该从哪些维度进行合理选择，为什么

如此选择以及这些维度应该如何判定等内容。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 IP 剧植入广告所归属的品牌广告的定位及作用。在

绪论中我们谈到： 

品牌广告，往往被人们称为“注意力经济”，旨在唤起消费者的注意及兴趣，

树立企业或者产品的品牌形象，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广告的反复播放，以帮

助消费者形成记忆。品牌广告处在 AIDAS 原理五大阶段的前三个阶段，其距离消

费者最终的购买行为较远，且过程控制复杂，效果难以监测，结果难以衡量。但

品牌广告处于转化漏斗的上游，对后续转化量级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虽

无有效的监测方法，但对于 IP 植入广告带来的效果，我们应予以其他判定衡量

方法。 

总结，品牌广告的首要目标：通过大量持续曝光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注意

及兴趣，IP 剧植入广告亦是如此。 

疑问：在 IP 剧未播出的情况下，如何判定 IP 剧植入广告能产生大量曝光？

如何判定该植入广告是否被受众接受？接受度如何？这些受众是否为广告主的

目标用户，能否为后续的转化带来保障？ 

从上述问题中，我们提炼出判定 IP 剧植入广告的 3 大维度： 

1) 曝光度：从曝光量级层面，预判 IP 剧植入广告曝光量级大小； 

2) 接受度：从广告形式层面，预判植入广告播出后广告主 APP 是否能被受

众记住，印象是否深刻； 

3) 精准度：从受众层面，判定 IP 剧受众是否与广告主的用户相匹配。 

以下将针对此 3 大维度，详细展开叙述具体方法论。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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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曝光度 

  

图 3-1-1  曝光度判断与预测维度 

 

一部 IP 剧的曝光度，播放后我们可以用播放量来衡量，但在未播放前，我

们如何判定广告主所选择的 IP 剧是否可以带来大量曝光？我们可以从 IP 关注量

&粉丝量以及主演关注量&粉丝量这两个角度切入来进行判断。 

3.1.1. IP 关注量&粉丝量 

IP 关注量&粉丝量的判定，可以结合以下四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综合评定，分

别是：IP 发布渠道数据、贴吧热度、百度指数、微指数。 

3.1.1.1. IP发布渠道数据 

如网络小说、动漫等 IP 作品均有其特定的发布渠道，比如小说的主发布渠

道有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QQ 阅读、纵横中文网、掌阅小说网等。我们可

以通过收集发布渠道的点击量、订阅量、打赏数、粉丝数等数据来判定 IP 作品

的表现情况。 

以 2016 年热度很高的潜力 IP 作品《御天神帝》为例： 

1) 发布渠道：纵横中文网、网易云阅读等 

2) 表现数据： 

a) 纵横中文网：总点击 66 222 455 次；总收藏 241 500 次；总推荐数 

7 772 980 次；评论数 14 975 次；捧场人次 6 352 人 

b) 网易云阅读：总点击 14.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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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贴吧热度 

热度高的 IP 作品在贴吧上均有专属贴吧，比如芈月传吧、花千骨吧、御天

神帝吧等。IP 作品均可通过贴吧关注人数及帖子数来评估 IP 作品热度，举例： 

百度贴吧-御天神帝吧：关注人数 147 856；帖子数 766504 

百度贴吧-花千骨吧：关注人数  606 157；帖子数 15 498 645 

3.1.1.3. 百度指数 

IP 作品在百度搜索上的搜索热度，可以通过百度指数上体现出来，同时可以

看到搜索热度的变化趋势。以芈月传为例： 

9 

 

图 3-1-2 芈月传 2015/09-2016/03 百度指数变化趋势 

 

如上图我们可以出，芈月传在 2015/11-2016/01 播出时间段中，在百度上的

搜索热度达到一个高峰，随后回落。纵坐标为搜索指数值，可知最高峰值达 4 191 

490。 

3.1.1.3.1. 微指数 

微指数同样可以反映 IP 作品的热度及变化渠道。与百度指数区别在于，百

度指数统计的是百度搜索上的搜索热度，而微指数统计的是微博上热议度，同时

也可以查看热议度趋势。同以芈月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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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芈月传 2015/09-2016/03 微指数变化趋势 

 

如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芈月传在 2015/11-2016/01 播出时间段中，在微博上

的热议度同样出现增长，并达到一个高峰，波动月份与百度指数表现基本吻合。 

3.1.2. 主演关注量&粉丝量 

IP 作品改编为影视剧之后，主演的关注量&粉丝量同样也是影响曝光度的重

要因素。主演的关注量&粉丝量的判定，大致与 IP 关注量&粉丝量的判定方法相

同，可以结合微博粉丝量、微指数、贴吧热度、百度指数四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综

合评定。 

3.1.2.1. 微博粉丝量 

明星、演员大部分都有各自的官方微博，微博的关注数，可以反映明星演员

们的热度情况。以赵丽颖为例，其粉丝数达 4663 万。 

3.1.2.2. 微指数 

微指数数据具体查看方法同 3.1.1.4，在此不做赘述。 

3.1.2.3. 贴吧热度 

明星演员也有专属贴吧，数据具体查看方法同 3.1.1.2，在此不做赘述。 

3.1.2.4. 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数据具体查看方法同 3.1.1.3，在此不做赘述。 

 

3.2. 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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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接受度判断与预测维度 

 

IP 剧植入广告本身是否能被受众接受，接受程度能到多少？这与 IP 剧的属

性、广告产品的特质、植入广告的形式和频次等都是密切相关的。针对接受度的

判定，我们参考了《植入式广告的运作模式与策略探析》论文中提出的植入式广

告的 4 大运作策略，提出了针对植入广告接受度判定的 4 大原则： 

1) 一致性原则：产品形象、调性与 IP 剧是否一致； 

2) 贴合性原则：产品植入与剧情是否贴合，避免引起反感； 

3) 单一性原则：同一剧目，避免出现同类产品； 

4) 持续性原则：产品广告不止出现一次，持续是个认知到认同的过程。 

 

3.2.1. 一致性原则 

这是植入广告接受度判定的重要原则，也是广告主选择植入母体的一个基本

条件。一致性是指考量产品调性是否和植入母体的调性一致、产品品牌形象是否

和植入母体形象一致的问题。 

3.2.1.1. 产品形象和植入母体的形象一致性 

产品形象需和植入母体的形象一致性才无违和感，易被观众接受。 

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讲述的都是普通百姓之间的事，就不适合植入

名烟、名酒之类的，这与主人公身份不符，不能带来认同感，也与产品品牌形象

不符合[7]。 

而《丑女无敌》这部电视剧故事背景是在现代化大都市，广告公司的工作环

境现代时尚，与联合利华主要生产快速消费品，整个品牌形象都较为时尚和现代

的形象相一致，符合产品形象和植入母体的形象一致性原则。 

3.2.1.2. 品牌调性和植入母体的形象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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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可以理解为观众在接收广告信息时的情绪体验。一般来说，绝大多数

的消费品都会出现在一种温馨、体贴、关爱的调性的广告中，它希望在人们具

有温馨、愉快的情况下接触广告。因此，有这类广告调性的产品显然不适合在

惊悚、暴力、血腥的影片中进行植入。与之相反，一些卷入度较高的产品，就

需要在观众在相对严肃、认真的情况下接受广告信息。此时，喜剧或无厘头的

搞笑片就不合适植入了。 

比如：电视剧《黑道家族》的一出戏中把一罐美国庄臣公司产的雷达用在

剧中一个非常激烈的打斗场面。后来，据《今日美国》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

庄臣公司的女发言人表示也不赞同剧组的做法，因为产品植入了一个不适当的

情节，容易让人对产品留下不好的印象。 

3.2.2. 贴合性原则 

如果植入广告想让观众记住，又不引起观众反感，就必须与剧情相贴合，研

究植入广告接受度探析构成剧情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要生搬硬套，否则会起

到反效果。植入广告必须巧妙、含蓄、绵里藏针，与娱乐产品浑然一体，与情节

高度关联，到达率和记忆度才会好。因此，要在传播目的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点，

发挥植入式广告的效力。 

比如在《变形金刚》中，这样一个情节：男主角载着女主角在“大黄蜂一车

内抱怨车太旧了，这时候这款旧的雪佛兰突然甩下两人，跑出去“变形"了一番，

等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雪佛兰最新款的概念跑车了。男女主角像拍汽车广告一样

奔向汽车，满脸幸福。在这个场景中，‘雪佛兰品牌和剧情做了一个较好的融合，

在观众看来，片中的汽车一下子有了性格、脾气，更具有幽默感，做出这种改变

也是在情理之中，因此也更容易接受这种广告的变形，更感到亲切。 

3.2.3. 单一性原则 

在同一植入母体中不要出现同类品牌，这还包括，在节目间隙的硬广告中也

不能出现同类品牌，这是提高植入广告效果，保证接受度不打折扣的一大关键点。 

比如《美国偶像》植入了可口可乐，就不能在植入别的饮料品牌，也不能在

广告时段插入像如百事可乐一类的硬广告。 

3.2.4. 持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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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式广告的是一种作用于受众潜意识层面的，必须要有明显的刺激才能

启动这种内隐记忆。认知到记忆，认知到认同都需要不断的反复、持续性的强

化才能实现。同一部剧中，同款产品出现的次数均不止一次，都需要反复的出

现以强化，但是这个频次需要把控好，避免受众意识到并感到厌倦。 

 

3.3. 精准度 

 

 
图 3-3-1  精准度判断与预测维度 

 

产品针对的目标顾客和植入母体的视听阅人群是否匹配，对广告接受度的影

响很大。自然，产品针对的目标顾客与植入母体的视听阅人群之间高度重合，交

集越大，接受度越高。 

针对二者交集的判定，我们可以通过对 IP 剧的原著粉&主演粉的画像与广告

主目标客户群画像进行匹配得出。 

 

3.3.1. 原著粉画像 

原著粉可参考百度指数的人群画像功能，微指数也有人群定位功能，但目前

仅可查看当日的统计情况，参考价值相对较低。所以查看原著粉人群画像主要参

考百度指数，了解关注此 IP 剧的人群属性。 

比如百度指数搜索“芈月传”，可以得到如下年龄分布和性别分布结果，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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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芈月传 百度指数人群画像 

 

3.3.2. 主演粉画像 

主演粉的人群画像也可以通过百度指数相关功能进行查找总结，综合判定，

在此不做赘述。 

3.3.3. 广告主目标客户群画像 

广告主目标客户群画像除了使用百度指数相关功能之外，还可让广告主提供

产品的目标客户群，更精准。 

 

第四章：应用商店选择 4 维度 

 

本章将详细分析说明应用商店合理选择的 4 大维度，4 大维度选择依据以及

具体判定方法等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应用商店所归属的效果广告这一类型广告的定位及

作用。在绪论中我们谈到： 



18 
 

效果广告，可以称为“欲望经济”，针对的是最接近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探索阶

段，在 AIDAS 原理五阶段中处在后两个阶段。其表现形式与品牌广告完全不同，

效果可衡量。可衡量的行为可以是点击、下载、注册、电话、在线咨询或者购买

等，应用商店 CPD（按下载付费）就是常见的效果类广告。 

应用商店已稳占应用分发的主入口，亦是解决用户 APP 下载最直接需求的

途径，同时也承接着各大品牌广告的投放效果。 

总结，效果广告的首要目标：承接好品牌广告带来的流量，并通过优化手段

促进转化使营销效果最大化。应用商店亦是如此。 

通过对效果广告首要目标的思考以及多年的应用商店投放经验总结，提炼出

了选择应用商店的 4 大维度： 

1) 分发能力：主要以日活数、日分发量为衡量指标； 

2) 用户匹配度：应用商店用户是否与广告主的用户相匹配； 

3) 资源丰富度：应用商店可投放资源类型，是否适合； 

4) 推广系统完备度：推广系统开发是否良好影响应用商店可优化空间的大

小。 

 

4.1. 分发能力 

 

图 4-1-1  分发能力评估维度 

应用商店的分发能力决定了广告主 APP 投放量级的大小。应用商店的分发

能力可以从日活跃用户数、日分发量进行评估。此方面的数据可以从各应用商店

的官方、第三方公布数据及日常广告主投放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比。 

以下为 16 年 Q4 收集到的主流应用商店的日活数及日分发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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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第三方&终端厂商主流应用商店 16 年 Q4 数据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第三方市场和终端厂商应用商店的竞争激烈，相互角逐，

百度手机助手在日活数和日分发量上均领先。 

 

4.2. 用户匹配度 

 

图 4-2-1  用户匹配度评估维度 

 

用户匹配度主要由应用商店的用户画像与广告主的用户画像匹配度决定。 

广告主的用户画像可以让广告主予以提供，这种方法相对准确。同样，也可

以通过百度指数、微指数相关功能进行查找预估。 

应用商店的用户画像可以查询官方、第三方的资料获取。比如：百度手机助

手官方发布的用户画像与小米应用商店的用户画像之间就存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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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2016 年 Q1 百度手机助手 用户画像 

 

 

图 4-2-3  2016 年 Q2 小米应用商店 用户画像 

 

通过百度手机助手与小米应用商店的用户画像对比，单性别与年龄分布上就

有很大区别： 

1) 用户性别对比结果：百度手机助手女性用户居多，占 55%；小米应用商

店男性用户居多，占 59%。 



21 
 

2) 用户年龄对比结果：百度手机助手主要用户年龄分布在 25-44岁，占 61%；

小米应用商店主要用户年龄分布在 25-35 岁，占 63%，用户群体更偏向

年轻化。 

 

通过简单的对比举例，就可发现应用商店之间的用户画像具有很大区别，需

要细细研究选择。 

用户画像对比分析维度自然越丰富越好，除了年龄分布、性别分布之外，地

域分布、用户特征标签等都可以作为参考维度。有了应用商店的用户画像之后，

可以根据广告主的用户画像进行交叉对比，筛选出匹配度高、合适广告主投放的

应用商店，以保证后期投放效果。 

 

4.3. 资源丰富度 

 

图 4-3-1  资源丰富度评估维度 

 

不同应用商店已开发商业资源不尽相同，划分情况也不同。总结得出主要资

源位分为以下四种： 

1) 展示类广告资源（精选、推荐、排行、分类等） 

2) 搜索类广告资源（关键词搜索） 

3) 活动类广告资源（积分墙等） 

4) 非标准类资源（优惠券、push、弹窗等） 

大部分广告位以 CPD（按下载付费）售卖方式为主，个别广告位售卖方式为 CPT

（按售卖天数付费）/CPM（按千次展现价格付费）。 

不同应用商店的商业资源丰富度不同，这里我们以百度手机助手和联想乐商

店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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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百度手机助手与联想乐商店商业资源对比 

 

由图可知，百度手机助手的商业资源更加丰富。商业资源越丰富的应用商店

可选择推广的资源越多，越有利于提升推广效果。 

 

4.4. 推广系统完备度 

 
图 4-4-1  推广系统完备度评估维度 

 

除了以上三种判定维度之外，应用商店推广系统的完备程度也是影响广告主

推广效果的重要因素。以常见的五大应用商店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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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五大应用商店推广系统完备度对比 

 

由图可知，百度手机助手的推广系统完备度更高。系统完备度的高低决定了

账户可以优化的维度与优化的精度，比如，有了分资源推广功能，我们就可以根

据分析不同资源投放效果，选择投放效果好的资源进行投放。有了多维度的数据

报告功能，我们就可以就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更有利于投放效果优化，以提高

推广效果。 

 

第五章：整合投放 

 

谈完判定 IP 剧植入广告的 3 大维度与应用商店的 4 大维度之后，我们来谈

谈如何对他们进行整合投放。 

以下是整合投放的转化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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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整合投放转化漏斗  

 

IP 剧植入广告选定后，其流量量级基本确定，接下来需要做好应用商店对 IP

植入广告流量的承接工作，减少流失，加大转化量。最万无一失的承接方式就是 

“眉毛胡子一把抓’’，以最大力度、最广覆盖度覆盖应用商店所有流量入口，但显

然这种推广方式，很不“经济”。所以，我们需要对 IP 剧植入广告到应用商店流量

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对应用商店的资源、优化手段进行研究，总结规律，制定相

应整合优化策略，促使营销效果最大化。 

整合投放分为以下 4 个部分： 

1) 明确整合投放目标/方式：如严控日预算 b 元内，目标成本低于 a 元等。 

2) 数据收集/监测：对 IP 剧植入广告的排期表、应用商店流量、转化率等数

据进行收集。 

3) 规律总结：可根据收集监测到的数据进行规律总结，为整合投放策略制

定提供依据。                                                                                                                                                                                                                                                                   

4) 整合投放策略制定：根据总结规律制定合理的整合投放策略。一般为在

流量增长时期，控制成本，提高曝光，提高转化量。 

5) 策略执行及动态调整：执行过程中，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不

可固守策略不变通。 

 

5.1. 明确整合投放目标/方式 

 
图 5-1-1 明确投放目标/方式测维度 

 

数据收集的方向及策略的制定，需要从广告主的投放目标出发。按照目前服

务广告主的经验，投放过程明确的投放目标/方式，基本分为两种： 

1) 严控预算型：严格把控预算，不断优化目标成本，达到量级提升； 

2) 目标量级/成本型：以目标成本/目标量级为首要目标，预算适度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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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根据广告主明确的投放目标，进行数据收集、策略制定，并且策略

执行中应有所侧重。 

 

5.2. 数据收集/监测 

 

图 5-2-1 数据收集/监测维度 

 

在总结规律、制定投放策略之前，我们需要对 IP 剧植入广告具体排期、应

用商店数据变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对所需数据进行收集/监测。 

5.2.1. IP 剧植入广告排期表 

IP 剧植入广告部分，由于前期进行了设定，不可随意变更，所以我们只需要

了解广告主在 IP 剧中的植入广告具体播出排期表即可。排期表举例： 

 

图 5-2-2 某客户植入广告播放时间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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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发现，IP 剧的播放时段具有规律的，如上表所示，时间在每周一、

二，自然植入广告的播出也同样具有此规律性。根据此规律，方便我们后续研究

IP 剧植入广告对应用商店流量的影响。 

 

5.2.2. 应用商店数据 

5.2.2.1. 监测时间范围 

应用商店数据的收集时间范围应该包括： 

1) 植入广告播出前 1 个月应用商店投放数据 

2) 植入广告播出后至少两个周期应用商店投放数据 

 

选择这两时间范围的原因： 

1) 植入广告播出前后数据可进行对比，查看植入广告是否带来新增流量； 

2) 植入广告并非每期都有，没有植入广告播出周期的投放策略可参考植入广告

播放前的投放策略； 

3) 植入广告播出后的投放策略需要根据至少两个周期的数据监测及规律总结

为依据进行制定。 

5.2.2.2. 监测维度 

我们对应用商店的数据监测，基本上都是结合时间的维度进行的。 

1) 时间-流量维度： 

a) 时间：可根据植入广告播放周期/可优化维度而定，如周、日、时等； 

b) 流量：如曝光、下载量等。 

2) 时间-转化率维度： 

a) 时间：可根据植入广告播放周期/可优化维度而定，如周、日、时等； 

b) 转化率：下载率、激活率、注册率、新客率等。 

 

5.3. 规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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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规律总结维度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5.3.1. 植入广告播出前规律 

1) 时间-流量维度： 

a) 每周-应用商店流量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说明： 

 

图 5-3-2  某广告主每周-应用商店下载量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 

 

由图可以发现，此广告主应用商店下载量在每周五开始上升，周六日为峰值，

周一回落。不同行业的不同广告主在不同应用商店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不尽相同。 

b) 每日-应用商店流量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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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某广告主每日-应用商店下载量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 

 

由图可以发现，此广告主应用商店下载量高峰在 10:00-14：00，次高峰在

20:00-24:00，0:00-06:00为下载量低谷。对于每日的变化规律，不同行业的不

同广告主在不同应用商店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依然不同。 

2) 时间-转化率维度： 

a) 每周-应用商店转化率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说明： 

 

图 5-3-4  某广告主每周-应用商店激活率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 

 

由图可以发现：此广告主应用商店非工作日激活率整体激活率高于工作日整

体激活率；激活率同样在每周五开始上升，周六日为峰值。不同行业的不同广告

主在不同应用商店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不尽相同。 

 

b) 每日-应用商店转化率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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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某广告主每日-应用商店激活率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 

 

由图可以发现：此广告主应用商店非工作日整体激活率高于工作日整体激活

率；工作日高激活率时段 10:00-12：00 和 22:00-24:00；非工作日高激活率时

段 8:00-10:00和 22:00-24:00。对于每日的变化规律，不同行业的不同广告主

在不同应用商店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依然不同。 

5.3.2. 植入广告播出后规律 

1) 时间-流量维度： 

植入广告播放周期-应用商店流量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说明： 

 

图 5-3-6 某广告主植入广告播放周期-应用商店下载量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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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以发现：植入广告投放开始后，整体流量上涨；植入广告投放后 1-2

天，百度手机助手下载量出现波峰，后回落；直到下一个植入广告播出后 1-2天，

出现下一个波峰。 

2) 时间-转化率维度： 

植入广告播放周期-应用商店激活率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说明： 

 

图 5-3-7 某广告主植入广告播放周期-应用商店激活率周期性变化规律举例 

 

由图可以发现：植入广告投放开始后，整体激活率上涨；植入广告投放后 1-

2天，百度手机助手激活率也出现波峰，后回落；直到下一个植入广告播出后 1-

2天，出现下一个波峰。 

 

5.4. 整合投放策略制定 

 
图 5-4-1 整合投放策略维度 

 

5.4.1. 流量&转化率-预算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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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 剧植入广告播出的一段时间内，应用商店流量规律性突增，为避免预

算不足而提前下线导致流量的流失，建议在 IP 剧植入广告播出的一段时间内保

证预算的充足。具体的预算分配，可以根据流量及转化率的规律变化比例来制定。 

预算根据时间-流量周期性变化来制定不难理解，但是如何根据转化率来制

定预算？在我们有明确成本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转化率-出价策略来动

态出价，具体的 5.3.3 会谈到。大致上的出价逻辑，以激活维度举例： 

激活成本=出价/激活率 

激活成本不变，激活率高时，出价也高；出价影响排名，排名得到提升；排

名影响流量，流量也得到提升。反之亦然。由于对排名及流量影响无法量化，所

以建议预算大于激活率提升的比例。 

在有无植入广告周期内流量及转化率的变化情况均不相同，因此在制定计划

时应予以区分。流量&转化率-预算策略计算公式，举例说明： 

 

图 5-4-2 某广告主  流量&激活率-预算分配策略举例 

 

5.4.2. 资源-预算分配策略 

确定了每日预算，具体日预算如何细致分配？在 4.3 资源丰富度小节中，我

们谈到应用商店的资源主要分为： 

1) 展示类广告资源（精选、推荐、排行、分类等） 

2) 搜索类广告资源 

3) 活动类广告资源（积分墙等） 

4) 非标准类资源（优惠券、push、弹窗等） 

接下来我们对这四类广告进行分析，选择合适的广告进行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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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3 应用商店 4 大类资源分析 

 

以上是综合大部分应用商店资源效果得出的结论。从效果出发，展现类广告

和搜索类广告是必投项。从承接品牌广告的角度出发，搜索广告是流量增长的最

直接体现和入口，展示类广告可以直接唤起受众对植入广告的记忆，都是绝佳的

投放资源。非标类广告为 CPT 结算，视广告主情况而定。 

选择好广告资源后，我们如何进行预算分配？ 

由于大部分应用商店都不支持分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每个资源进行单独

监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各资源与总转化率的相关性分析，分析出各资源对总

转化率的作用，来判定各资源效果的优劣。并结合单价及流量量级进行综合评估

后，再进行各资源预算的分配。 

资源-预算分配策略，举例说明： 

 

图 5-4-4  某客户 百度手机助手资源预算分配策略举例 

 

5.4.3. 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 

根据我们总结的时间-转化率的规律，可以发现每天的不同时段应用商店的

转化率也是在波动变化的。对于总结出来的规律，我们出价的原则为： 

总体转化成本维持在范围内的前提下，高转化率高出价提高提升量级、低转

化率低出价维持成本。根据此原则对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的制定。 

由于在有植入广告周期与无植入广告周期的激活率变化曲线与规律不同，我

们需要分别制定策略。这里以某客户在无植入广告周期的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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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举例 

 

制定基础出价，将出价系数化，根据每小时不同的激活率系数变化合理调整

出价系数。实现高转化率高出价提高优质转化量，低转化率低出价控制转化成本。 

 

5.5. 策略执行及动态调整 

整合投放策略的制定是根据植入广告播放前 1 月及播放后至少两周期的应

用商店数据规律总结制定而成的，整合投放策略的制定仅仅是个开始。每日的投

放虽大致规律相同，但依然具有差异性，所以策略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必然无

法完全的契合实时投放情况，还需要优化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动态调整，以达

到最大营销效果。 

根据不同的整合投放目标，我们所侧重执行的整合投放策略也不同。5.1 我

们谈到常见的整合目标有： 

1) 严控预算型：严格把控预算，不断优化目标成本，达到量级提升 

对于严格把控预算的客户，我们可以通过流量&激活率-预算分配策略、资源

-预算分配策略预估出每周/日的预算，然后辅助执行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进行优

化。 

2) 目标量级/成本型：以目标成本/目标量级为首要目标，预算适度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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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把不断提升量级或降低目标成本为首要目标的客户，我们可以首要执行

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前期可以用过流量&激活率-预算分配策略、资源-预算分

配策略进行预算预测。 

 

第六章: 结论 

 

结合第三、四、五章的详细内容，我们将第二章概述中的 IA 模型进行补充，

以下为完整的 IA 模型示意图： 

 

图 6-1  IA 模型完整示意图 

 

在泛娱乐 IP 当红的时代，IP 剧的火爆、IP 剧植入广告的商业价值我们都感

受得到。将 IP 剧植入广告结合当下 APP 分发第一入口的应用商店进行整合营销，

对于当下广告主急切提升 APP 分发量的需求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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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未查询到相关的整合营销的资料，于是本文结合了现有的参考资料与

多年工作经验总结，独创了 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的整合营销模型，“IA 模

型”。 

本文论述的 IA 模型，对 IP 剧植入广告的选择、对应用商店的选择、两者整

合投放的策略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不乏有实际落地的方法论供大家参考，希

望对大家的 APP 分发整合营销推广有借鉴作用。 

 

第七章: 引发“IA 模型”思考与实践的真实案例 

 

此客户由于不方便透露其信息，本文称为“A 客户”。A 客户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服务，2016 年它投放了播放量突破 100 亿的《老九门》中的植入广告，

并在同期投放了百度手机助手。 

A 客户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符合 IP 剧植入广告与应用商店整合营销的客户，

也是促使我引发“IA 模型”思考与实践的实际案例。 

7.1. 《老九门》IP 剧植入广告选择评估 

7.1.1. 《老九门》曝光度评估 

7.1.1.1. 《老九门》IP 关注量&粉丝量 

1) 《老九门》IP 发布渠道： 

a) 发布渠道 1：起点中文网 

表现数据：总点击 34.83 万次；总推荐数 2.12 万次；评论数 5473 次 

b) 发布渠道 2：百度贴吧-超好看吧 

数据表现：关注人数  19 786；帖子数 207 301 

2) 《老九门》IP 贴吧热度： 

百度贴吧-老九门吧：关注人数  597 755；帖子数 2 339 735 

3) 《老九门》IP 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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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老九门》IP 2011/01-2015/06 百度指数变化趋势（数据来源：百度指

数） 

 

刨除《老九门》2015 年 11 月开拍前后对 IP 评估的影响，取时间段 2011/01-

2015/06 老九门百度指数，均值为 691。 

4) 《老九门》IP 微指数： 

 

图 7-1-2 《老九门》IP 2013/03-2015/06 微指数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微指数） 

 

刨除《老九门》2015 年 11 月开拍前后对 IP 评估的影响，取时间段 2013/03-

2015/06 老九门微指数，均值为 0。 

7.1.1.2. 《老九门》主演关注量&粉丝量 

1) 《老九门》主演微博粉丝量： 

a) 百度贴吧-陈伟霆吧：关注人数 40 万；帖子数 805 万 

b) 百度贴吧-张艺兴吧：关注人数 247 万；帖子数 1543 万 

c) 百度贴吧-赵丽颖吧：关注人数 121 万；帖子数 2661 万 



37 
 

2) 《老九门》主演微指数： 

 

图 7-1-2 《老九门》主演 2013/03-2015/06 微指数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微指

数） 

 

a) 陈伟霆 微指数峰值 73 万；平均微指数约 20 万 

b) 张艺兴 微指数峰值 37 万；平均微指数约 14 万 

c) 赵丽颖 微指数峰值 30 万；平均微指数约 5 万 

3) 《老九门》主演贴吧热度： 

a) 陈伟霆 微指数峰值 73 万；平均微指数约 20 万 

b) 张艺兴 微指数峰值 37 万；平均微指数约 14 万 

c) 赵丽颖 微指数峰值 30 万；平均微指数约 5 万 

4) 《老九门》主演百度指数： 

 

图 7-1-3 《老九门》主演 2011/01-2015/06 百度指数变化趋势（数据来源：百

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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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陈伟霆 百度指数均值为 10 769 

b) 张艺兴 百度指数均值为 6 218 

c) 赵丽颖 百度指数均值为 35 937 

 

7.1.2. 《老九门》接受度评估 

1) 《老九门》一致性原则： 

A 客户推广 APP 产品，产品形象及品牌调性与《老九门》不太一致。 

2) 《老九门》贴合性原则： 

A 客户在《老九门》中的植入广告采取中插的形式，用剧中的人物作为广告

宣传代言人，其形式独特吸引，内容趣味十足，并无引起受众的反感，反而

引起其兴趣及注意。 

3) 《老九门》单一性原则： 

《老九门》中仅有唯一一家此类客户，实现了单一性原则。 

4) 《老九门》持续性原则： 

A 客户在《老九门》中的植入广告，不止出现一次，反复出现达 10 次以上，

且每次宣传点不同，既达到了不断重复强化的目标又不引起受众的反感。 

 

7.1.3. 《老九门》精准度评估 

1) 《老九门》原著粉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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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老九门》原著粉 2013/09-2015/06 百度指数人群画像（数据来

源：百度指数） 

 

a) 地域分布 top10（经加权后）： 

浙江、北京、江苏、广东、上海、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天津 

b) 年龄分布 top3（经加权后）： 

19 岁及以下 41%、20-29 岁 35%、30-39 岁 17% 

c) 性别分布（经加权后）： 

女性 59%；男性 41% 

2) 《老九门》主演粉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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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老九门》主演粉 2013/09-2015/06 百度指数人群画像（数据来

源：百度指数） 

 

a) 加权比例： 

陈伟霆 22%；张艺兴 12%；赵丽颖 66% 

b) 地域分布 top10（经加权后）： 

浙江、广东、江苏、北京、山东、河南、上海、福建、河北、四川 

c) 年龄分布 top3（经加权后）： 

20-29 岁 42%、30-39 岁 27%、19 岁及以下 22% 

d) 性别分布（经加权后）： 

女性 57%；男性 43% 

3) A 客户目标客户群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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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A 客户目标用户群 2013/09-2015/06 百度指数人群画像（数据来源：百

度指数） 

 

a) 地域分布 top10（经加权后）： 

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四川、福建、河北 

b) 年龄分布 top3（经加权后）： 

30-39 岁 48%、20-29 岁 36%、40-49 岁 11% 

c) 性别分布（经加权后）： 

女性 6%；男性 94% 

 

综合以上所有调查数据，评估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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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老九门》IP 剧植入广告评估结果 

 

7.2. A 客户应用商店选择评估 

之前在论述第四章“应用商店选择 4 维度”时，举例均以百度手机助手为例，

详细信息可参考第四章，这里直接列举评估结果，不做过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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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百度手机助手评估结果 

 

7.3. 《老九门》植入广告与百度手机助手整合投放 

7.3.1. A 客户整合投放目标 

激活成本控制 15 元以内，预算放宽，尽量获取下载、激活量。 

7.3.2. 数据收集/监测 

1) A 客户在《老九门》上  的植入广告时间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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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老九门》A 客户植入广告播放时间表 

 

由表可知，《老九门》植入广告播放时间为每周一、二，周期可用周来衡

量。 

 

2) 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数据监测时间范围为： 

a) 《老九门》植入广告播出前 1 个月应用商店投放数据 

b) 《老九门》植入广告播出后两周应用商店投放数据 

 

3) 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数据监测维度： 

a) 时间-流量维度：每日-下载量数据、每两小时-下载量数据 

b) 时间-转化率维度：每日-激活率数据、每两小时-激活率数据 

 

7.3.3. 规律总结 

1) 时间-流量维度： 

a) 《老九门》播出之前及后两周，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每周-下载

量周期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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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老九门》A 客户 百度手机助手 每周-下载量周期性变化规律 

 

b) 《老九门》播出之前及后两周，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每日-下载

量周期性变化规律总结： 

 

图 7-3-3 《老九门》播出前 A 客户 百度手机助手 每日-下载量周期性变化规律 

 

2) 时间-激活率维度： 

a) 《老九门》播出之前及后两周，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每周-激活

率周期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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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老九门》A 客户 百度手机助手 每周-激活率周期性变化规律 

 

b) 《老九门》播出之前及后两周，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每日-激活

率周期性变化规律总结： 

 

 

图 7-3-5  《老九门》A 客户 百度手机助手 每日-激活率周期性变化规律 

 

7.3.4. 整合投放策略 

1) 流量预算分配策略： 



47 
 

植入广告投放期间，在激活成本控制在 15元以内情况下，尽可能的放宽预

算，保证全天在线，防止流量流失。具体流量预算分配策略制定如下：

 

图 7-3-6  A 客户整合营销 流量预算分配策略 

 

以上为大致的预算分配，实际投放过程需要根据分发量情况实时调整预算。

建议有植入广告播放的当周，预算提高 1.5-2倍。 

 

2) 资源预算分配策略： 

根据客户的需求，加之以往服务的客户经验和对各资源与总转化率的相关性

分析，决定投放 CPD 大池资源、榜单资源、金牌词资源，这三个为百度手机助手

常规的 CPD 资源。三大资源具体关系如下： 

a) 与总转化率的相关度：金牌词资源 > 榜单资源 > CPD 大池资源 

b) 资源量级：CPD 大池资源 > 榜单资源 > 金牌词资源 

c) 资源下载单价：金牌词资源 > 榜单资源 > CPD 大池资源 

 

根据上述资源对比情况综合考量，具体资源预算分配情况为： 

 

图 7-3-7  A 客户整合营销 资源预算分配策略 

 

3) 激活率-出价分配策略： 

根据 7.3.1 研究出的 A 客户在百度手机助手上工作日与非工作日激活率变

化趋势，我们制定了相应的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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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A 客户整合营销每周 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 

 

 

图 7-3-9  A 客户整合营销每日 转化率-出价分配策略 

 

7.4. 《老九门》植入广告与百度手机助手整合营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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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A 客户整合营销 2016/06/06-2016/10/02 效果曲线 

 

A 客户在《老九门》植入广告与百度手机助手上的整合营销效果效果显著，

下载量同比第 1周增长 229%，激活成本稳定控制在 14.5元左右。 

 

第八章：不足与展望 

整合营销一直是营销圈研究的热点，IA模型针对当下热门的 IP剧植入广

 告与应用商店提出的整合营销模型还很新，还需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打磨

优化。实践出真知，目前 IA模型还处在试验阶段，希望后期可以多运用 IA模

型，不断发现不足予以完善。也希望之后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此类整合营销的

研究行列，不断完善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模型来，为广告主带来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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