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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知识库简介

通过买意图词模板：

${name}  表示买下所有小区名称

${city}二手房 表示买下所有小区所在城市名+二手房

${range}二手房 表示买下所有小区所在商圈名+二手房

行业丰富

动态创意，千人千面

覆盖更多相关流量 • 新房、二手房、汽车、酒店、景点、游戏、小说、动漫、股票…

多种结构化信息持续更新，直接使用、免去商品中心对接流程！

• 覆盖房产、汽车、旅游、家装、游戏、金融、教育等行业

• 内容持续丰富中！更多玩法，等你来探索

股票库

股票名称：欢瑞世纪

股票代码：000892

涨跌幅：跌幅4.50%

今开：5.54

游戏库

游戏名称：星际飞车

游戏特点：射击;飞行射击

操作系统：Android

游戏类型：手游

• 选择相关行业的知识库，系统自动推

荐意图词模板

• 通过买意图词模板批量买词，操作更

简便、覆盖更多流量！

*通过筛选，可控制使用的知识类商品范围，比如从楼盘库中筛选上海二手房，或均价50000以上的北京二手房

二手房库

有全国58万二手房小区信息

买意图词模板：

${name}

${city}二手房

${range}二手房

5月25-27日温州车展，北汽幻速S3优惠力度
震撼全城！错过再等一年！

300375中旗股份股票盘中买卖点提示，股民
必看！

动态创意： 动态图片：

￥1999起
云南 里格

十一黄金周

来泸沽湖慢下来生活

• 将知识库字段插入创意文案或图片中，动态呈现，提示C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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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推荐知识库：汽车

约1.4万款汽车的结构化信息

覆盖167个品牌

其中新车数量占比91%，二手车占比9%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奥迪A8 2016款 A8L 45 TFSI quattro专享型”/”沃尔沃
V40 2016款 1.5T T3 智雅版”等1.4万款汽车的名称

奥迪A8 2016款
A8L 45

属性 新车/二手车 新车

商品品牌 大众/福田/江淮/奥迪/福特/现代/丰田等167个品牌 奥迪

车系
用在模板词和创意时，建议与品牌字段结合使用，
比如”奥迪A8”

A8

厂商指导价
数字，单位：万元。可用于筛选价格范围，比如筛
选出厂商指导价大于100的高端汽车

102.2

级别
紧凑型车/紧凑型SUV/中型车/中小SUV/MPV/轻客/低端皮
卡/小型车/微面/小型SUV/皮卡/中大型车/中大型SUV/跑车
/微型车/微卡/大型车/大型SUV/高端皮卡

大型车

年款
2018年款/2017年款等，包含1999~2018年款汽
车商品，以2015~2017年款商品为主

2016款

• 按照属性筛选商品组：

新车商品组：属性等于新车

二手车商品组：属性等于二手车

• 按照品牌筛选商品组：

大众汽车商品组：商品品牌等于大众

• 按照厂商指导价筛选商品组：

高端汽车商品组：厂商指导价大于 100

知识库内容 商品组筛选

不需要投放汽车知识库内的全部商品？可根据投放需求筛选商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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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定
向
示
例

创
意
示
例

意图词模板：

${brand}二手车

${grade}

${brand}${type}

${brand}${type}多少钱

${modelYear}${brand}

… …

• 朋友在这里买${brand}${type}

才花了${price}万！还有更多品

牌优惠，快来看看

• 多款${modelYear}${grade}

热销中，看过你就知道赚大了！

• … …

定向人群：

用户A 搜索词：大众二手车、大众朗逸多少钱……

用户B 搜索词：奥迪二手车、中型车、奥迪A8……

定向 & 创意设置建议

可在意图词模板中插入字段通配符，批量生成意图词。创意中插入字段通配符生成动态创意，千人千面

百度 广告

朋友在这里买大众朗逸能便宜3万！还有更多品牌优惠，

快来看看

百度 广告

朋友在这里买奥迪A8能便宜3万！还有更多品牌优惠，快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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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品牌名称/brand 凯迪拉克

车款名称/type XT5

车型/grade SUV

品牌名称/brand 北汽幻速

车款名称/type S3

车型/grade SUV

Step1：选择汽车知识库全部商品投放

${brand}多少钱 ${type}怎么样
${brand}${type}图片及报价

Step2：关键词定向，动态匹配 Step3：动态创意，千人千面

5月26-27日温州车展，${brand}
${type}优惠力度震惊全城！错过
再等一年！

CTR2 +35%
消耗 +500%

如果您推广的是汽车配件、二手车买卖，还可以尝试使用LBS定向地标知识库中的汽车设置地标。地标知识库的内容请见后页

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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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推荐知识库：地标

约18万汽车服务相关线下地址信息，可结合LBS定向投放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汽车销售、维修、美容类等汽车服务相关的线下地
标名称

上海永达七宝
英菲尼迪

一级分类
大分类标识，汽车服务类地标的一级分类均为”汽车
服务”

汽车服务

二级分类
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美容/汽车配件/汽车租赁/
汽车检测场

汽车销售

三级分类
汽车销售对应三级分类：大众/丰田/福特/日产/别克/本田/
现代等
其他二级分类没有对应的三级分类

英菲尼迪

商品所在省份 该地标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如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 上海市

城市名称 该地标所在城市 上海市

商品所在区县 该地标所在行政区 闵行区

商圈名称 该地标所在商圈，部分地标没有商圈信息 七宝

知识库内容 商品组筛选

地标知识库同时包含教育类、汽车服务类、公共交通类地标，因此

需要筛选商品组投放：

• 按照一级分类筛选出所有汽车服务类地标：

一级分类包含汽车服务

• 通过二级分类筛选与推广业务相关的地标：

二级分类等于汽车维修|汽车美容|汽车配件（针对有车人群）

或 三级分类包含别克（品牌4S店）

• 地域+业务筛选商品组：

条件1 三级分类等于大众

条件2 城市包含广州|深圳|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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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知识库内容 商品组筛选

地标知识库的信息能被系统自动识别地址坐标，商品地址（LBS）定向时请选择address

4S店名称
/name

上海永达七宝
英菲尼迪

行政区/district 闵行区

地址/address
七宝镇吴宝路
789号

4S店名称/name
上海东昌
英菲尼迪

行政区/district 杨浦区

地址/address
翔殷路
1088号

Step1：使用地标知识库

在${district}就来这儿买英菲尼迪，
订车就送4999豪华大礼包！

到访过上海市英菲尼迪4S店的人群

Step2：LBS地域定向 Step3：动态创意 千人千面

Tips：
在使用LBS的时候配合一些偏硬广的文案创意，给用户更强的转化引导，避免无效点击

使用Demo

在闵行区就来这儿买英菲尼迪，订车就送4999豪华
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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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

推荐知识库：地标

约35万教育相关线下地址信息，可结合LBS定向投放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学校、培训机构、教育类场所（图书馆、科技馆）等教育
相关的国内线下地标名称

阳光中英文幼儿园

一级分类 大分类标识，教育类地标的一级分类均为”教育” 教育

二级分类 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教育场所 学历教育

三级分类

学历教育对应三级分类：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职业学院/成人教育/社区教育
非学历教育对应三级分类：培训机构/亲子教育/特殊教育/
干部学校
教育场所对应三级分类：图书馆/科技馆

幼儿园

商品所在省份
该地标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如广东省/江苏省/上
海市

广东省

城市名称 该地标所在城市 惠州市

商品所在区县 该地标所在行政区 博罗县

商圈名称 该地标所在商圈，部分地标没有商圈信息 石湾园洲

知识库内容 商品组筛选

地标知识库同时包含教育类、汽车类、公共交通类地标，因此需要

筛选商品组投放：

• 按照一级分类筛选出所有教育地标：

一级分类包含教育

• 通过三级分类筛选与推广业务相关的地标：

三级分类等于幼儿园

或 商品名称包含幼儿园

• 地域+业务筛选商品组：

条件1 三级分类等于职业学院

条件2 城市包含上海|苏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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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

知识库内容 商品组筛选

地标知识库的信息能被系统自动识别地址坐标，商品地址（LBS）定向时请选择address，建议仅勾选实时到访和常驻地投放更精准

学校名称/name 深圳二中

所在区县/district 罗湖区

学校地点/address
罗湖区爱国
路3002号

学校名称/name 天河中学

所在商圈/range 岭南

学校地点/address
天河区华
成路7号

Step1：使用地标知识库并筛选院校类别

${district}的同学，毕业后在这里学
了影视制作，现在竟月入2W了！

圈定以罗湖区爱国路3002号为中心
半径3公里内人群

Step2：LBS地域定向 Step3：动态创意 千人千面

CTR2 +73%
成本 -35%

Tips：
在使用LBS时配合一些偏硬广的文案创意，给用户更强的转化引导，避免无效点击

使用案例

教育客户还可以尝试楼盘知识库，通过筛选房价找出高端小区，进而用常驻地的lbs定向圈定高收入人群。楼盘知识库请见房产部分

罗湖区的同学，毕业后在这里学了影视制
作，现在竟月入2W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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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顾行业

推荐知识库：股票——沪深A股、创业板、新三板

• 知识库内容：

3000余支A股、600余支创业板股票、1.2万支新三板

股票的结构化信息

更新频率 - 每天更新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股票名称 民德电子 涨跌幅 形式为”涨幅x.xx%”或”跌幅x.xx%” 涨幅5.01% 换手率 形式为”xx.xx%” 24.94%

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 300656 涨跌额 形式为”上涨x.xx”或”下跌x.xx” 上涨5.67 最新价 最新价 62.34

一级分类 沪深A股/创业板/新三板 沪深A股 五分钟涨跌 形式为”上涨x.xx%”或”下跌x.xx%” 上涨0.00% 成交量（手） 成交量，带单位 3.32万

今开 今开 58.08 最高 最高 62.34 成交额 成交额，带单位 2.01亿

昨收 昨收 56.67 最低 最低 55.00 量比 量比 7.11

商品组筛选

推荐商品组（已自动生成，无需新建）

• 全部股票商品组：包含所选知识库中全部股票的商品组

• 每日上涨股商品组：

包含所选知识库中日涨跌情况为上涨的股票，数量较少

建议搭配意图词模板+意图词使用，覆盖更多相关流量

同时可以在创意中插入${涨跌幅}信息，通过上涨股吸引用户

知识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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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顾行业

定向 & 创意设置建议

定
向
示
例

创
意
示
例

意图词模板：

${name}实时行情

${name}今日涨跌

${attributes.股票代码}实

时行情

${category}大盘走势

… …

• ${name}股票最新价已出炉！

炒股的朋友都在关注！快来看看

• ${name}股票这五分钟内居然

${attributes.五分钟涨跌}！小

伙伴们都惊呆了

• … …

定向人群：

用户A 用户B

搜索词：

宏发股份今日涨跌

沪深A股大盘走势

……

搜索词：

宏发股份实时行情

600885实时行情

……

百度 广告

宏发股份股票这五分钟内居然下跌0.22%！小伙伴

们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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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顾行业

• 使用案例：

您还可以尝试二手房知识库，通过房价筛选较高端的小区，从而通过lbs锁定高端消费人群投放金融广告。二手房知识库介绍请见

房产行业部分

股票名称/Name 金域医学

股票代码/Symbol 603882

昨日涨幅/Change -1.09%

股票名称/Name 中旗股份

股票代码/Symbol 300575

昨日涨幅/Change 7.55%

Step1：直接调用股票知识库

${name}股民必看，${symbol}股票
今日或受董事会决议影响存在买卖点，
操作前先诊断

${name}走势 ${name}涨幅
${symbol}走势 ${symbol}涨幅

Step2：关键词定向动态匹配 Step3：动态创意 千人千面

300575股民必看：中旗股份股票今日或受董事会
决议影响存在买卖点，操作前先诊断

CTR2 +35%
消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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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家装行业

推荐知识库：新房、二手房

• 知识库内容：

约9w新房楼盘、58w二手房小区的结构化信息

知识库内容

新房、二手房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泰禾北京院子二期”/”通州万国城
MOMA”等9万全国新房楼盘名称

龙城花园S区

业务类型
新房知识库业务类型为”新房”，二手房
知识库业务类型为”二手房”

二手房

城市名称 楼盘所在城市，如”北京”/”上海” 北京

区县 楼盘所在行政区/县 昌平

商圈名称 楼盘所在商圈，部分楼盘没有商圈信息 回龙观

地址
楼盘所在地址，可用于商品地址（即
LBS）定向

回龙观东大街

商品现价
房价，单位 元/㎡，请注意大多数新房
没有房价信息

56131

商品组筛选

筛选特定地域的新房，如

• 北京新房：城市名称等于北京

• 北上深新房：城市名称等于北京|上海|深圳

筛选特定地域、特定价格范围的二手房，如

• 北京高端小区：

（假定房价大于10万每平米的小区是高端小区，实际阈值可调整）

筛选条件1：城市名称等于北京

筛选条件2：商品现价大于 100000



2 | 分行业投放建议 — 房产家装行业

房产家装行业

定向设置建议

• 意图词模板定向

定
向
示
例

意图词模板：

${name}

${name}二手房

${city}房价

${district}二手房

${range}二手房

… …

• 商品地址（即LBS）定向

创意设置建议

创
意
示
例

• 本月新一波${range}优质二手

房源已上线，看看哪个适合你！

• ${city}${range}地区刚刚装

修的新家，设计是免费的，一共

花了还不到10万！

• … …

本月新一波青浦优质二手房源已上线，看看

哪个适合你！

北京回龙观地区刚刚装修的新家，设计是免

费的，一共花了还不到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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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家装行业

• 使用案例：

楼盘名称/Name 印湖山庄

城市/City 南京市

区域/District 江宁区

楼盘名称/Name 金域蓝湾

城市/City 南京市

区域/District 江宁区

Step1：直接调用房产知识库

${name} ${city}二手房
${name}二手房 ${district}二手房

Step2：关键词定向，动态匹配 Step3：动态创意，千人千面

${name}二手房真实成交价，心里
有底，买房更踏实

CTR2 +38%
消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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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

推荐知识库：地标知识库

知识库内容

约1.2万机场、火车站等差旅交通相关线下地址信息，可结合LBS

定向投放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国内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线下差旅交通场所名
称

深圳宝安机场

一级分类
大分类标识，差旅交通类地标的一级分类均为”交通
设施”

交通设施

二级分类 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服务区/收费站/港口 飞机场

商品所在省份 该地标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如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 广东省

城市名称 该地标所在城市 深圳市

商品所在区县 该地标所在区县 宝安区

商品组筛选

地标知识库同时包含教育类、汽车服务类、公共交通类地标，因此

需要筛选商品组投放：

• 按照一级分类筛选出所有差旅交通类地标：

一级分类包含交通设施

• 通过二级分类筛选差旅交通场所相关的地标：

二级分类等于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服务区|收费站|港口

• 地域+业务筛选商品组：

条件1 二级分类 等于火车站

条件2 城市 包含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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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

地标知识库的信息能被系统自动识别地址坐标，商品地址（LBS）定向时请选择address，建议勾选实时到访和历史到访，圈定旅游人群

使用demo

Step1：使用地标知识库

地标名称/name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省份/district 上海市

地标地点/address 浦东新区机场镇启航路900路

Step2：LBS地域定向

圈定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为中心
半径3公里内人群

Step3：动态创意 千人千面

面向差旅交通场所附近人群，展现机
票、车票、酒店等旅游商品动态创意

Tips：
在使用LBS的时候配合一些偏硬广的文案创意，给用户更强的转化引导，避免无效点击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附近优质酒店，在这里预
订更便宜！

即将推出：景点、酒店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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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

推荐知识库：游戏、安卓手机游戏

知识库内容

游戏知识库：约28万款游戏的结构化信息，可结合意图词模板定向投放

游戏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麋鹿猎人”/”禅境流沙”等28万款游戏的名称 麋鹿猎人

游戏特点
休闲/益智解谜/动作/飞行射击/冒险/策略/卡牌/竞速/模拟经
营/角色扮演/音乐/塔防/三国/装扮 等游戏特点

动作

游戏类型
手机游戏/手游/网页游戏/网游/单机游戏/单游/页面游戏/页
游/pc游戏/端游 10种游戏类型

手机游戏;手游

操作系统 Ios/android/windows/mac os x/浏览器 5种操作系统 android

商品组筛选

筛选全部游戏

• 游戏知识库：选择预置商品组“全部游戏”

• 安卓手机游戏知识库：选择预置商品组“全部手机游戏”

安卓手机游戏知识库：约1900款安卓手机游戏的结构化信息，可结合意图词

模板定向投放

安卓手机游戏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天天酷跑”/”斗圣传说”等1900款安卓手机游戏名称 我的汤姆猫

一级分类
休闲益智/体育竞技/模拟辅助/动作射击/经营养成/棋牌桌游
/角色扮演/赛车竞速 8大分类

休闲益智

Downloads
(下载人数)

游戏下载用户数量 2649万

按游戏类型筛选

• 游戏知识库：游戏类型包含手游|手机游戏|网络游戏|网游

• 安卓手机游戏知识库：一级分类包含休闲益智|体育竞技|经营养成

按操作系统筛选

• 游戏知识库：操作系统包含 ios|android

• 安卓手机游戏知识库：操作系统全部为安卓系统，无须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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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

推荐知识库：动漫漫画、小说

知识库内容

动漫漫画知识库：约2000部动漫、漫画的结构化信息，可结合意图词模板定

向投放，覆盖更多二次元、动漫游戏流量

动漫漫画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千变羽翼”/”白幽灵”等2000部动漫、漫画作品名称 高岭与花

一级分类 少年漫画/少女漫画/青年漫画/女青漫画 4大分类 少女漫画

题材 校园/爱情/科幻/冒险/历史/职场/美食等题材 爱情

状态 连载/完结 2种作品状态 连载

国别 内地/港台/欧美/日本/韩国等作品国别 日本

商品组筛选

筛选全部动漫漫画、小说

• 动漫漫画知识库：选择预置商品组“全部动漫漫画”

• 小说知识库：选择预置商品组“全部小说”

小说知识库：约43.6万部网络小说的结构化信息，可结合意图词模板定向投

放，覆盖更多潜在游戏流量

小说

字段名称 字段内容 举例

商品名称 “许你成双”/”十年”等43.6万部小说名称 桃花妖

时代
古色古香/架空历史/近代现代/幻想未来 4种作品内
容背景时代

古色古香

风格 暗黑/爆笑/轻松/悲剧/正剧 5种作品风格 正剧

原创性 标记作品是否原创：原创/衍生 衍生

按作品类型筛选

• 动漫漫画知识库：选择预置商品组“少年漫画”、“少女漫画”、“青年

漫画”、“女青漫画”

• 小说知识库：原创性包含原创|衍生

时代包含 古色古香|架空历史|近代现代|幻想未来

风格包含 暗黑|爆笑|轻松|悲剧|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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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名称/name 仙侣传奇

游戏特点/feature 传奇;rpg

游戏类型
/gameCategory

手机游戏;
手游

Step1：使用游戏知识库

• 喜欢玩${feature} 游戏的朋友都
在玩XXX，你想试试吗？

• 这款${feature}${gameCategory}
简直太好玩了，我居然玩通宵了！

Step3：动态创意 千人千面

${name}

${feature}游戏推荐

${feature}游戏排行

好玩的${gameCategory}

${gameCategory}下载

Step2：关键词定向动态匹配

游戏行业

游戏名称/name 斩龙霸业

游戏特点
/feature

休闲

游戏类型
/gameCategory

手机游戏;
手游

创意示例

使用demo

喜欢玩动作游戏的朋友都在玩麋鹿猎人，
你想试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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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创建闪投计划：新建计划 – 推广对象选择”商品”

02 设置推广单元：选择”知识库”投放

03 选择知识库文件：根据投放需求选择，各知识库文件构成见《知识库使用说明》。

选择此项进入知识库投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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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选择商品组：根据选择的知识库文件筛选投放商品。系统已自动为您推荐商品组，您可使用推荐的商品

组、或新建商品组

下拉查看更多商品组

若推荐的商品组无法满足您的投放需求，

请点击新建商品组自定义投放商品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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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基础定向：根据您选择的知识库，已为您推荐意图词模板，您可以点击”确定”直接使用、在此基础上编

辑修改、或选择其他基础定向方式

已自动填充

推荐意图词，

可确认、修

改或选择其

他定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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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设置创意：创意标题处可按需插入动态通配符，推广URL和图片请根据推广需求自行设置

在创意中插入商品通配符，会调用知识库信息生成动态创意，点击下方”预览”查看效果

请填写点击广告后的跳转落地页地址

请为您的创意设置图片

07 提交审核，知识库投放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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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金融投顾行业客户

行业投放痛点

痛点1——放量难

现状：金融投顾行业涉及多个股票板块，

股票数量多，普通意图词难以批量覆盖

痛点2——创意标题少

现状：标题单一缺乏针对性，传递信

息不明显

痛点3——商品中心对接繁琐

现状：想使用商品中心覆盖长尾流量，

但对接过程繁琐

解决方案

使用股票知识库， 辅助扩量，达到精准定向，动态创意标题，千人千面的效果

1、在定向上，结合股票知识库通过意图模板词覆盖大量长尾流量

2、在创意上，标题中插入股票知识库字段，拼接出高相关性标题

3、产品内置股票知识库，勾选即可使用，无需人工对接商品中心，操作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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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金融投顾行业客户

使用股票知识库——快速拓量、千人千面动态创意

提供批量股票数据

商品1

name 格力电器

code 000651

Chg（涨跌幅） 涨幅0.02%

Open（今开） 48.34

Prev Close（昨收） 48.20

商品2

name 中国石化

code 600028

Chg（涨跌幅） 涨幅1.11%

Open（今开） 7.27

Prev Close（昨收） 7.19

关键词生成批量化

常规关键词

格力电器股票

中国石化股票走势

……

意图词模板

${name}

${name}走势

${code}股票行情

……

购买大量中长尾流量、有效扩展关

键词总数到数十万级别

自动生成千人千面的海量创意

 举例：

定向：设置意图词模板${name}

创意：设置闪投信息流标题为“${name}股票后续走势如何？今开${Open} ，该入该抛？输入手机号，一测便知！”

网民A，搜索浏览过格力电器的股票，该网民被圈定为目标投放人群，展现给该网民的标题为“格力电器股票后续走势如何？今开48.34，该入该抛？

输入手机号，一测便知！”

解决方案

×

×

格力电器股票后续走势如何？今开48.34，该入该抛？
输入手机号，一测便知！

中国石化今日涨幅1.11%，何处寻觅大牛股？输入手机
号，每天三只免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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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金融投顾行业客户

定向设置 创意设置 投放效果

使用股票知识库通过意图词模板定向覆

盖大量股票相关流量

意图词模板举例：

${name}股票预测 = 丰乐种业股票预测

华谊兄弟股票预测

中国石化股票预测

……

创意标题：
 结合股票知识库，插入知识库字段，实

现标题千人千面

 插入后续操作信息，屏蔽无转化意愿人

群，提升转化率

标题
设置

实际
展现

${name}今开${Open}，该入该抛？输
入手机号，一测便知！

CTR提升 成本下降

0.9%

1.9
%

信息流普通

计划

信息流闪投

计划

16
0

70

信息流普通

计划

信息流闪投

计划

投放预算提升

闪投测试效果得到验证，增加预算，信

息流账户整体消耗提升2.5倍

投放闪投前 投放闪投后 投放闪投前 投放闪投后

格力电器今开48.34，该入该抛？输入手机
号，一测便知！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