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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屏合约广告形式

PPT模板下载：www. 1ppt . com /m oban/      行业PPT模板：www. 1ppt . com /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 1ppt . com / jier i/            PPT素材下载：www. 1ppt . com /sucai/

PPT背景图片：www. 1ppt . com /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 1ppt . com /t ubiao/       
优秀PPT下载：www. 1ppt . com /xiazai/         PPT教程： www. 1ppt . com /power point /       

Wor d教程：www. 1ppt . com /wor d/               Excel教程：www. 1ppt . com /excel/   
资料下载：www. 1ppt . com /z iliao/                 PPT课件下载：www. 1ppt . com /kejian/  

范文下载：www. 1ppt . com /f anwen/              试卷下载：www. 1ppt . com /shit i/   
教案下载：www. 1ppt . com / jiaoan/   PPT论坛：www. 1ppt . cn

CPT包段

合约产品（GD）

提前锁定
资源

保价 资源排期
上线

计费方式 采购方式

按场景 按人群 按LBS定向



聚屏合约广告资源及下单方式概览

客户自主下单 管理员下单

GD可售卖资源 影院
住宅社区

火车
高铁站
长途汽车站
机场
市区道路
地铁
商场

操作方式 登陆合约平台，自
主下单

1、向邮箱 jp-
gd@baidu.com发送询价邮
件
2、管理员锁量生成订单后，
订单将推送给您，您可以登
陆平台，进行上传物料、确
认支付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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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屏合约平台整体操作流程

询量 物料&资质
上传/审核

广告主
Brief

数据报表确认支付

投放流程

库存、价
格查询

曝光量，
触达人数

投放数据
获取

通知媒体上
刊

锁量

资源明细
反馈

物料&资质

上传/审核

资源最新情况

反馈

资源锁定

提交物料后，物料会推
送给百度业审或媒体审
核。

需完成合同充值，
生成线上订单

（如9.18日锁量，
若9.19日24点未生
成线上订单，则系
统自动释放已锁定
资源）

最早支持第二天的询量，
最晚支持90天后的日期：
举例：如果今天是8月1
日，最早可以选择8月2
日；结束日期只能选择
10.30日之前；

合同/开户/

充值/确认支付

启动投放

锁量后，5个工资日内
需完成支付，否则订单
失效；
最好在投放开始日期提
前5个工作日完成锁量，
以确保其他环节正常进
行；投放开始时尚未完
成锁量，订单失效；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系统入口（一站式首页/聚屏官网）

输入一站式网址（www2.baidu.com），通过百度推广账户登录，找到聚屏推广卡片，点击进入。（如未开通权限可联系管理员开通的账户）

一站式首页 聚屏官网首页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系统入口（一站式首页/聚屏官网）

点击下图所示红框，进入合约平台



按照投放日期、资源、客户信息等

内容进行查询，合约系统提供可用

的库存量，资源明细及报价；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询量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资源预定页

点击查询后，会在下方展示对应资源和排期日历表
2为资源列表，3为排期日历表

筛选框部分，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条件，筛选资源

1

2 3

下图为合约平台资源预定页，由筛选框、资源列表和排期日历表，锁量按钮四部分组成。



根据投放诉求填写资源查询条件：

地域：可单选多选或全选省份、城市

资源类型：户外

场景：电影院、商场等

屏幕：取票机屏、大堂led屏等

广告位类型：横幅图片、开机视频等

查询时间：设置开始、结束时间

根据选择的资源类型及场景，联动可支持的定向方式：

兴趣人群：当前支持游戏、汽车、房产等59个人群节点；

LBS定向：1、选择商圈 2、选择上传门店列表附近资

源

筛选框

1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资源预定页筛选框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资源预定页

点击筛选框“查询”按钮，2、3区域展示查询条件对应资源。

1、在“2”资源列表切换资源tab。

2、在“3”排期日历表里点击“+”选择自

己想要资源的份数

3、选取份数后，金额下方会展示“详情”

按钮，点击按钮，可查看资源详情。

2 3



如图所示，如您有挑选地点需求，则可以在

此弹框内挑选想要的地点，点击提交挑选地

点后，日历窗格会刷新信息，为您展示所挑

选地点的价格及份数。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询量资源详情浮层



确认完所需资源，一键点击锁量；

意向确认/锁量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资源预定页

1、为方便订单管理，您可以订单名称处进行编辑命名。

2、点击“详情”，可看到已选资源详细情况，方便您确认资源。

3、确认最终您想要的资源后，点击“锁定资源”。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资源预定页

点击锁量按钮，按钮变为如锁量中，此时，您

需要安心等待。

锁量成功，则弹出如图示弹框，您可以点击

“前往订单管理”查看该订单，进行下一步操

作。

或点击“继续预定资源”继续查询购买其他资

源。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资源预定页

锁量失败，弹出该提示框，提示资源变动情况，列表展

示变动的资源及其影响金额。

• 如您确认继续购买当前订单资源，则点击“确认下

单”。

• 如您想放弃该订单，则需点击“返回资源锁定页”。

• 如您不做任何选择，提示框倒计时结束后，会释放

该订单资源。因系统释放您所选资源需要一段时间，

此时“返回资源锁定页”按钮变为“返回中”，释

放完成后，提示框消失，返回资源锁定页。



在订单管理里，你需要完成物料

上传、确认支付等操作；

同时，你可以在订单管理里查看

订单对应的曝光量、触达人数等

数据。

订单管理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筛选框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管理页

订单列表



支持按以下维度进行筛选：
1、投放日期：根据订单投放时间筛选订单，选取所
需查询的一段时间。
2、资源名称：全部资源名称。场景-广告位-物料-时
长（视频物料）。
3、订单状态
4、支付状态

5、物料状态
6、投放时间：订单投放时间段
7、订单日期：锁量成功、订单生成时间。
8、高级搜索：订单名称、订单号、下单人维度支持
搜索查询，输入关键字，模糊匹配。

填写部分或全部以上条件，点击查询，在下方展示相
关订单。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管理页



订单状态：订单状态由订单包含物料状态决定，具体
对应关系参见下页ppt

点击“上传物料”，进入上传物料页，进行物
料操作

点击“查看明细”，
进入订单详情页，
你可以查看数据和
进行物料管理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管理页

注：生成订单后5个工作日内未完成支付，
订单将会失效。如遇审核不过导致多次修改
物料耽误时间等特殊情况，可以联系运营PM
延长锁量。



订单情况 订单显示状态 订单可执行操作

物料未全部审核通过

订单包含未上传物
料资源

待上传物料 查看明细/取消订单/物料编辑

订单包含多个资源，
无未上传物料，无
审核拒绝，有审核
中的物料

审核中 查看明细/取消订单/物料编辑

订单无未上传物料
资源，有物料审核
拒绝资源

审核拒绝 查看明细/取消订单/物料编辑

订单锁量之后5个
工作日还未完成付
款/已到达投放日期
还未完成付款

已失效 查看明细

管理员、客户点击
取消订单后，或者
资源全部被放弃

已取消 查看明细

物料已全部审核通过

物料全部审核通过，
未付款

待付款 查看明细/取消订单/确认支付

订单已付款，未开
始

待上刊 查看明细

订单已付款，投放
中

投放中 查看明细

订单已付款，已结
束，无数据回传

已结束
查看明细

已结束，已有数据
回传

查看明细/查看数据

订单状态与物料状态联动关系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状态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状态流转



点击跳转至上传物料页面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详情页（上传物料）

如物料总审核不过，或快到投放时间，可以

点击“放弃投放”，放弃该资源的投放



点击上传相应的物料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详情页（上传物料）

点击上传相应资质文件：图片格式

大搜客户仅需要上传补充资质：根据物料内容

上传需要的补充资质，可上传多个；

直通车客户还需要同步在该页面上传主体资质

（如公司营业执照等）；

保存并返回物料管理页面：确保物料无误后提交，

物料即被保持，推审。



PPT模板下载：www. 1ppt . com /m oban/      行业PPT模板：www. 1ppt . com /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 1ppt . com / jier i/            PPT素材下载：www. 1ppt . com /su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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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 d教程：www. 1ppt . com /wor d/               Excel教程：www. 1ppt . com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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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审核通过后，可以进入支付环节。

物料全部审核通过后，订单状态将变为
待支付，对应按钮将会出现“确认支
付”，点击确认支付，开始支付流程。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管理页（确认支付）

确认支付



确认购买资源和合同内容正确后，
点击“确认合同&去支付”按钮进
行确认，后端会进行扣款动作。
扣款失败，会提示失败原因。
扣款成功，则订单状态由“待支付”
变为“待上刊”

对于账户类型为大搜直销、直通车
的订单，点击确认支付，会弹出右
侧弹框，展示合同，您需要阅读并
确认该协议内容，才能继续支付。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确认支付弹框



支付完成后，订单状态变为“待上
刊”此时，物料不能进行修改。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管理页（支付完成）



当订单开始投放后，可以在订单详

情页或报表模块查看订单消费情况，

投放数据等；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数据报表



点击订单列表页右侧查看数据，或详情页切换tab，可查看相关投放数据。

订单开始投放后，可以在订单详情页查看消费、曝光和触达人数。

消费跟随每天消费情况，曝光和触达人数。因需要媒体回传，往往会在投

放完毕后才能查看。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详情页（数据报表）



点击“下载”，可下载该页数据。

点击“查看明细”，可查看单资源详情数

据。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详情页（数据报表）



分poi曝光和触达人数。

点击“下载报表”，可下载该

页数据。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订单详情页（数据报表）



选择您所需要的时间、订单，点击查询。

在下方展示所选取一个或多个订单投放数

据。主要包括消费，曝光和触达人数。

点击“下载”，可下载该页数据。

点击“查看明细”，可查看单资源详情数

据。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报告查询页（自定义报告）



勾选您需要的多个订单，点击“查

询”，展示整体数据。



该页面为订单数据的二级页面，展

示单资源分poi曝光和触达人数。

合约平台使用指南 –报告查询页（自定义报告）

点击“下载报表”，可下载该页数

据。



01

02

03

GD平台介绍

GD平台使用指南

注意事项

目录

CONTNETS



（1）锁量超过5天，订单物料仍未全部审核通过且完成支付，订单将被释放。
（2）支付成功后，不允许退款。

注意问题



Q&A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