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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垂直电商（折扣特卖、时尚买手等）在各细分市场突出重围

市场环境：垂直电商成为市场发展新的促进点

电商产品若要突出重围，势必要抢占移动端市场

移动端碎片化的特点及更加符合消费场景化的

特性使用户不断向移动端转移

在综合电商格局已定的情况下，网络购物入口向内容类平台转移，

跨境、垂直行业创业公司发展快速，成为市场发展新的促进点



限时降价 男女比7:3电商平台 正品好货 无忧退货

闪电降
好货好实惠

 一款限时特惠电商APP，坚持只卖正品、只卖好货、只卖实惠，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实惠优质的商品

 平台销售服装饰、鞋包、配饰、数码等商品，国内外知名品牌超过3600家，用户规模超过4000万

百度强势导流，可快速提升闪电降品牌价值

关于闪电降：一款限时特惠的APP



广告主诉求及营销目标

 激活成本不超过18元

 无消耗上线

 订单成本不超过350元

 无消耗上限

 提升品牌知名度

 树立品牌权威性

 成为更受用户喜爱的

日常购物工具

激活量 订单转化 品牌价值



营销洞察及策略



消费者洞察

 集中在北京、上海、山

东、江苏、广东、辽宁、

河南、浙江等地区

 热爱美食

 热爱工作

 热爱音乐、旅游

 品牌意识较强

 服饰箱包、体育健身、

房产、汽车、社交、

生活服务、网络购物

等兴趣偏好较高

 18-35岁

 男性为主

人群界定 地域 人群兴趣 人群画像



 碎片化阅读趋势下移动端资讯阅读异军突起，传统媒体在用户媒体触点中逐渐丧失话语权

百度大脑深挖全网数据，千人千面精准定向

媒介洞察-百度

人群属性 行为数据 兴趣爱好 关键词定向

学历

性别

年龄

操作系统

网络环境

短期搜索行为

长期搜索历史

多模式浏览数据

多模式交易数据

到店数据

百度地图历史到访

位置数据

交易数据

搜过什么

看过什么

喜欢什么

买过什么

去过那里

搜索意图

用户兴趣

关注类目



挑战 机会

品牌尚未建立生态传播体系

品牌认知度低

品牌喜好度和转化度低

闪电降对目标用户群模糊不清

垂直细分平台

优惠力度大

正品品质高

活动吸引力强

百度人群定向更加精准

产品+促销+活动+正品

百度强势活化销售机会

产品+促销+活动+正品

百度强势活化销售机会

机遇洞察



整体投放策略

百度的优质用户量有助于快速提升

新兴电商平台闪电降的品牌竞争力

扩建账户计划、单元及创意，增量投放，增加

整体量级扩展，获取更多潜在用户，增加消耗

额，提升整体转化量级

结合产品特性，在人群覆盖度更加精

准的情况下，增加曝光量，强化闪电

降品牌认知度，扩大受众用户群

品牌知名度

转化量级

创意素材经过两周会进入衰竭期

优化创意素材，优化激活成本，为提升

整体订单量做好成本控制

优化成本



项目执行



闪电降搭载百度，开启超级购物之旅，以 用户意图 为基础进行全面扩展，结合多维度的定

向方式进行投放，结合百度大数据的搜索技术优势，为广告主带来更具针对性的目标用户

从用户意图结合百度搜索技术获取精准用户

沟通 视觉冲击 用户锁定

 不同类型的文案测试

 文案与不同素材配合测试

 品类素材测试

 爆款素材测试

 通投测试+受众分析

 使用智能定向功能

文案+素材+定向优化是重点 辅以多种定向测试



关键词定向

 品牌词

 竞品词

 通用词

 长尾词

满1000词

用户意图：明确用户搜索意图，以用户意图为基础搭建账户结构

男鞋 跑步鞋 慢跑鞋运动鞋

多账户

多计划

多定向组合

勤拓词+调整词包

平均CTR

2%

1.5%

3%

4%

关键词测试

跑步鞋推荐 什么样的跑步鞋舒服



耐克、阿迪
等品牌更适合闪电降受众

鞋类
成为最好的品类

用户意图+品类：结合产品特性明确用户需求，快速提升CTR

CTR:3.62%CTR:2.83%

CTR:2.51%CTR:1.64%

多种品类测试，实测甄选



 别再穿地摊货了，这里的品牌鞋399两双！

 朋友月薪3000，却天天穿名牌

 别去专柜花冤枉钱了，这里的正品鞋 2

折就能买到！

 惊呆了！在这里正品男鞋才2折，快来！

 运动鞋新品发布，品质男鞋闪电降3折起！

 品牌男鞋贵吗？来这里3折起！带回家！

 特价正品运动鞋，399两双！手慢无！！

 大降价啦！这里正品运动鞋2折限量够！

运动鞋创意（2.5%-3.0%）品质类创意（3.2%-4.5%）

突出优惠信息，肯定的语气及对比更能增加文

案的信服力，吸引目标用户

鞋类专场更符合闪电降品牌形象，如新品、限时

抢购、男女鞋专场等可带来更多的曝光和转化

用户意图+文案：特征鲜明的文案提升曝光和转化



激活成本下降10%，订单成本下降25%，CTR增长0.7%

兴趣加地域结合，精准锁定受众用户

兴趣定向：不限

地域：北京、上海、山东、江

苏、 广东、辽宁、河南、浙江

等地区

兴趣定向：
旅游出行、母婴儿童、医疗健康、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科技数码

地域：一线城市

优化前 优化后

兴趣定向：
旅游出行、家装百货、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科技数码

地域：二、三线城市

用户意图+定向：精准锁定受众

兴趣定向：不限

地域：北京、上海、山东、江

苏、 广东、辽宁、河南、浙江

等地区



CTR:3.12%

组图样式的订单转化率更高，产品的颗粒度细节展示，目标指向性更为精准，更能引起受众用户的购买欲望

大图样式点击率最高，高清、精美的画面更吸引受众用户的目光，视觉冲击力更强

CTR:5.52%CTR:4.26% CTR:3.53%

大
图

组
图

用户意图+素材：电商受众更偏爱原生素材

明确电商受众喜好：原生图片素材深受用户喜爱，点击率也会相对较高

CTR:2.78%



广告投放中，我们发现用户对视频类素材和图片

类素材的需求点不同，视频点击的用户倾向了解

更多关于产品的信息，更容易带来订单转化

更多的信息量

更佳的用户体验

用户意图+视频：用户需要更多产品信息



根据客户APP专场特价活动，不定期给客户推送打折信息，以用户兴趣圈定有潜力产生转化的网购用户

 结合闪电降促销、专场特价、当季事件等活动增加投放，提升最终激活和订单转化

 增建单元，放量投放，抢占更多资源，获取更多潜在用户

 提升用户参与度，促进订单转化，提升品牌影响力

用户意图+活动：以潮牌爆款、限时优惠吸睛

优惠+限量 优惠+时间品质+品牌



账户执行管理：7*24h持续优化

实时监控和调整是保证信息流投放最终效果的基础

每小时

 结合实时数据，及时优化

调整

 把控各项指标

每天

 至少创意10-30条

 新增5-10套素材

 新增5-10条计划

 保持素材新鲜度和吸引力

随时

 根据数据表现随时调整价格、

定向、标签、时段等

 精准定位目标用户，优化成本，

项目投放最优化



结果和社会价值



消耗增长23.7倍 激活量增长20.2倍

消耗 激活成本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激活量

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接受程度增加，也验证了投放策略的有效性，

产品的下载激活量和订单转化显著提高，成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投放效果：闪电降消耗及激活量增长显著



投放执行：深入细分功能，准确把握产品特性和用户需求

意图词定向方面

准确定义产品特性及用户需求，以运动产品行业

相关的核心关键词，抓准用户意图及目标用户群

素材方面

针对闪电降用户特性，最直观的视觉冲击给用户

带来点击欲望，或高颗粒度展示激发购买欲望

文案方面

找准切入点，以新品、活动等配以肯定

或对比的语气增加信服力

多账户运营

开户账户达7个，充分利用百度原生平

台的高曝光、精准定向优势，大幅提

高闪电降曝光量和品牌知名度



深入挖掘分析产品投放特性，多方向

深度测试，为闪电降挖掘更多网购用

户人群，培养更多潜在新客

依托百度强势导流快速提升产品曝

光量和品牌知名度，为后期创造更

多的转化及订单打下基础

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和用户触达的精准度，

极大的增加了后期的转化和订单量，同时也争取了更大的营销目标

投放总结：超额完成客户的量化考核

曝光量：4.3亿次 点击量：1444万次 激活量：22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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