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我的直播间可以参加抽奖哦！哒哒~

抽奖规则：

主播倒数开始后，通过右下角的分享按键将直播间分享至微信群，Hi群、朋友圈

等同事或客户可以看到的地方～～

 主播会在分享成功的提示中随机抽取一名同学，关注并公布

 此互动环节在整节直播课中将进行三次，共计抽取三名获奖同学

领奖方式：

在直播结束后，由百度营销中心官方百家号，以私信的形式与获奖的三位同学取

得联系并发放奖品，请获奖同学随时关注百度APP/好看/全民端的私信信息，千

万不要错过哦！



与中国企业同舟共度—百度共度计划

主播人：百度商业产品运营经理 杜鑫

直播时间：2020年2月27日 20：00-21：00

APP下载场景全链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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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下载场景

01.
市场环境分析



市场概况 | App下载在未来依然持续增长，市场预算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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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App 下载量（单位：十亿） 全球用户支出（单位：十亿）

63.9% 65.0%

2017年 2018年 2022年预测

游戏行业下载量占比

36.1% 35.0%

66.1%

33.9%

数据来源：eMarketer、App Annie、公开资料整理

到 2022 年，全球 App下载量将达到 2582 亿次；游戏行业继续占据App下载量最大份额，占比33.9%+；



• AppsFlyer数据显示，由广告带来的全球下载安装量19年达到315亿次，同比

增长27.5%，到2020年，将达到373亿次

• App广告发展趋势：App广告增长迅速，2019年全球App广告支出达516

亿美元，同比增长32.6%，是全球数字广告增速的2倍

数据来源：eMarketer、AppsFlyer、公开资料，头条18年游戏行业白皮书、App Growing手游买量分析报告及其他公开资料

全球App广告支出 广告带来的全球App下载安装量

全球非自然App安装量（单位：十亿）

17.7

24.7

31.5

37.3

2017 2018 2019 2020(e)

全球App广告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27.1

38.9

51.6

64.1

2017 2018 2019 2020(e)

全球App广告支出市场保持快速增长

App买量市场分析 | 19年App广告支出和广告下载带来的安装量均高速增长



APP下载场景

产品全景介绍
02.



流量入口

百度 APP下载场景产品全景

搜索

信息流

手机助手

好看视频

百青藤

搜索推广

信息流推广

APP下载样式-搜索

APP下载样式-信息流 基木鱼
静态落地页

基木鱼
动态落地页
（DPA）

极速下载

客户端 展现样式

自有落地页

竖版小视频

落地页

开发者平台

大图/大图
视频下载

后贴片
视频下载

游戏预约下载
观星盘

（人群包）

商店直投

分端

产品能力解决方案

百
青
藤

信息流 开屏

爱奇艺视频

好
看

OCPX

客户端 安装包上传 人群定向 展现样式 落地页 数据深度转化



APP下载场景

提包工具
2.1



极速下载

简化安装包上传流程，提升安装包管理效率

共用一套账号体系

共用一站式平台账号，登录「基木鱼-工具箱」即可实现安装包上传

简化安装包信息填写

仅需填写4类信息，即可完成安装包上传：渠道名｜安装包｜ 分类 ｜ 版权证明

实现安装包自动更新

无需上传主包，只需填写安装包链接，打开自动更新开关，即可实现安装包的自动更新

同包免审，快速投放

针对已审核通过的安装包，相同包文件不同渠道包支持免审，提高过审效率

• 安装包信息完善

• 3分钟可操作提审

• 正常审核2H可用于推广投放

• 免审包即刻用于推广投放

CDN加速下载

已审核通过的安装包可通过CDN加速下载，提升下载速度

极速下载 - 是专为应用推广场景推出的投放包上传工具，可支持Android环境下搜索推广和信息流推广中APP的一键下

载，除缩短安装包上传时效外，更可通过下载实时进度、自动调起、自动安装等方式实现转化路径的缩短，让APP下载

的客户体验更加顺畅。



极速下载在搜索推广客户端的入口

入口1：新建推广-选择应用下载营销目标-推广App 入口2：App资产中心

入口3：App下载推广列表-新建App下载



开发者平台： app.baidu.com

1、注册开发者中心账号（公司）并审核通过

2、账号绑定 ( 客户可以选择在百度推广/开发者中心入口进行绑定 )
推广账号 开发者中心账号

绑定

在开发者平台绑定商业推广账号

点击“绑定商业账号”后，输入商业

推广账号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绑定

账号绑定

App物料提交/更新

创建APP推广/更新

数据查看

http://app.baidu.com/docs?cate=intro&page=registration
http://app.baidu.com/docs?cate=intro&page=registration
http://app.baidu.com/docs?cate=intro&page=registration


APP下载场景

人群定向
2.2



人群列表：

可快速了解最近创建人群的

计算情况；也可以查看全部

创建人群列表。

自定义人群：

提供17种自定义方式，供广

告主根据自身需求，高度定

制人群

再生成人群：

提供快速交、并、筛选操作

入口

我的常用人群：

根据用户使用习惯，提供快

速创建人群入口

主题人群：

根据历史投放经验和数据特

性，沉淀人群策略，满足客

户不通场景的投放诉求，即

拿即用。

节日营销人群：

根据不同节日特殊定制，节

日日历可根据日期进度智能

替换

三方人群：

提供三方标签人群，可根据

行业使用

APP下载定向-观星盘的人群包助力广告主拓展高质量人群



抽奖规则：

主播倒数开始后，通过右下角的分享按键将直播间分享至微信群，Hi群、朋友圈

等同事或客户可以看到的地方～～

 主播会在分享成功的提示中随机抽取一名同学，关注并公布

 此互动环节在整节直播课中将进行三次，共计抽取三名获奖同学

领奖方式：

在直播结束后，由百度营销中心官方百家号，以私信的形式与获奖的三位同学取

得联系并发放奖品，请获奖同学随时关注百度APP/好看/全民端的私信信息，千

万不要错过哦！

分享我的直播间可以参加抽奖哦！哒哒~



APP下载场景

产品样式
2.3



搜索推广APP下载样式 信息流推广APP下载样式

APP下载样式



APP下载样式-好看视频

已有-横版大图视频 期待更多样式

尚都

期待更多样式已有-后贴片视频



APP下载样式-百青藤Feed样式

Feed样式：单图、大图、三图等

APP端内H5 商品广告 下载广告 左文右图 左图右文



2

全屏样式拼接模板样式动\静态开屏

APP下载样式-百青藤开屏样式



爱奇艺焦点图
爱奇艺前贴片

爱奇艺暂停页

爱奇艺大图

APP下载样式-百青藤爱奇艺样式



快看点竖版draw流

快看点 快手

瀑布流广告位 滑滑版 /极速版

横版 竖版

APP下载样式-百青藤视频样式



游戏预约样式：游戏预热快速积累玩家人群

获取游戏潜在玩家线索：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发

布前预留线索，游戏发布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接收

到APK下载链接或者苹果应用商店链接，点击链接

下载该游戏。

获取苹果应用商店预约：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发

布前就到苹果应用商店进行预约，到游戏正式发布

时间玩家手机处于WIFI条件下将会直接下载该游戏。

下载样式 基木鱼落地页 Appstore



APP下载场景

落地页
2.4



基木鱼落地页-APP下载场景应用

前台展现 样式 落地页 基木鱼
非下载按
钮跳转

转化

落地页抵达

落地页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

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

激活

深度转化

· 搜索 · 信息流

· 下载样式 · 普通样式

· 下载组件

· 用户体验升级 · 落地页优选

oCPX

• APP下载场景下，基木鱼通过创意联动提升落地页相关性、同时充分调用各项端能力，从而优化整个下

载转化链条中各环节抵达率，最终实现转化的提升；

使用基木鱼落地页的优势：

• APP专属：下载组件、下载模版

• 极速下载：快速提包

• 用户体验：加载速度快

• 动态落地页能力：千人千面

· 动态落地页



动态落地页：基木鱼+DPA 产品丰富的平台类客户的好选择

基木鱼是百度商业推广转化链条产品体系中落地页环节的关键产品，而动态落地页则是其中DPA商品

推广的关键承接点，也是充分发挥端能力、最终有效提升DPA推广效果的核心点。

展现 落地页 转化

DPA
搜索｜信息流

商品库

oCPX
动态落地页
DPA+基木鱼

转化
链条

• 动态落地页主要适用于商品｜内容｜服务类型丰富且推广诉求为应用下载的平台类广告主



动态能力

落地页商品与前链创意商品一致，提升页面相关性并延
续用户需求

创意相关性 推荐能力

以商品数据为基础，通过商品属性和人群画像做相似商
品推荐，增加用户点击兴趣

相似商品推荐

打开APP查看详情 打开APP查看详情

立即打开唯品会APP

打开APP查看详情 打开APP查看详情

立即打开唯品会APP

基木鱼动态落地页优势：实现落地页商品与创意的相关性联动和智能推荐



基木鱼-动态落地页案例

创意相关性联动

相关产品推荐

动态落地页主要适用于商品｜内

容｜服务类型丰富且推广诉求为应

用下载的平台类广告主



APP下载能力升级：支持实时嗅探、断点续传、延迟唤醒，下载体验更流畅

根据用户设备中安装包的下载/安装情况，实时调整实时嗅探

下载 安装 打开

自动完成

下载过程中，支持展示下载进度、可操作暂停/继续下载断点续传
下载完成后自动安装，安装完成后自动唤醒APP并跳转指定页面延迟唤醒

下载中 40%

马上下载

立即安装

立即打开

用户未下载时

用户已下载完成，但未安装时

已安装完成时

展示下载进度

继续下载

可暂停/继续下载

下载中 40%
下载中 40%

退出安装

传奇世界
来自“百度”

版本：2.5.8 大小：380MB

安装



下载落地页的端能力

下载进度显示 自动触发安装 自动打开APP 已下载用户可调起

APP下载落地页端能力案例



应用下载模板 | 提供20+覆盖多行业多场景的APP下载页面模板

基木鱼平台-选择模板

1、选择「应用下载」模板类型，

可快速筛选出全部的下载页面模板

2、鼠标悬浮放置模板上方，可进

行「预览」「使用」

• 点击「使用」进入编辑器，进行后续

操作

• 点击「预览」弹窗模板预览弹窗

特别注意：页面中必须使用下载组

件，否则不能保存/提交



基木鱼平台-我的站点

1、全部模板类型处支持按照「应用

下载」快速筛选出站点页面

2、使用「应用下载」模板制作的页

面，支持查看、编辑、更多（复制、

删除、复制链接、数据）等操作
应用下载

应用下载模板 | 提供20+覆盖多行业多场景的APP下载页面模板



APP下载场景

深度数据转化
2.5



APP下载深层目标优化—OCPC深度优化方式

自动优化 自定义双出价 切换深度转化类型

转化类型 • 目标转化+深度转化 • 目标转化+深度转化 • 目标转化深度转化

出价方式 • 目标转化出价 • 目标转化出价+深层转化出价 • 目标转化出价深度转化出价

使用场景
• 客户主要目标优化浅层转化成

本，同时想兼顾深层转化

• 希望同时控制目转转化和深层转化成

本，通过两个目标间接优化ROI

• 只关注深层转化成本，迫切需要优化深
度转化效果

• 且深度转化量充足，满足二阶门槛

示例 • 激活（CPA）+付费 • 激活(CPA)+付费/注册等(深层CPA) • 激活(CPA) 切 付费/次留等(深层CPA)

使用权限 已推全 需申请白名单
（联系ocpc接口人申请）

已推全

TIPS 使用前尽早接入深度转化数据 使用前尽早接入深度转化数据
保留浅层转化数据回传

深层转化周期<1

APP下载目标类型：浅层转化类型【APP激活】，深度转化类型【APP注册、APP付费、深度使用、次日留存】



分享我的直播间可以参加抽奖哦！哒哒~

抽奖规则：

主播倒数开始后，通过右下角的分享按键将直播间分享至微信群，Hi群、朋友圈

等同事或客户可以看到的地方～～

 主播会在分享成功的提示中随机抽取一名同学，关注并公布

 此互动环节在整节直播课中将进行三次，共计抽取三名获奖同学

领奖方式：

在直播结束后，由百度营销中心官方百家号，以私信的形式与获奖的三位同学取

得联系并发放奖品，请获奖同学随时关注百度APP/好看/全民端的私信信息，千

万不要错过哦！



APP下载场景

产品解决方案
2.6



外部来源提醒，未经官方安全性和兼容性监测，反复确认安装会导致用户放弃安装

1.点击下载按钮，启动下载 2.弹窗确认下载 3.提示未经安全监测 4.提示去应用市场安装 5.继续安装 6.安装完成

商店直投：非直投下载路径繁琐，系统3次拦截，点击到激活需要6次点击



商店直投：应用商店直投下载路径精简，点击到激活仅需3次点击，下载路径缩短50%

系统应用市场用户信任度高，静默安装，无劫持，下载、安装成功率高

1.点击下载按钮，启动下载 2.跳转系统应用市场详情页 系统应用市场下载 下载完成静默安装 安转完成提示打开 3.打开应用

以手机应用商店APP详情页作为广告的落地页，实现反劫持，缩短下载路径的APP推广投放解决方案



APP投放分端功能

分端是指针对APP推广客户，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或业务需要，提供可进行分系统终端（安卓&IOS）的账户投放方式。每

个账户可以以推广计划为单位进行分端，也就是说，每个计划可以选择只投放安卓端或IOS端。

1. 成功上传安装包！
（推荐极速下载）

2. 在搜索业务端
绑定下载样式

系统
实现自动分端！

分
端
方
法

 投放更安心：有些APP推广的广告主因为APP版权、运营归属等情况，无法进行IOS端的推广，没有分

端的情况下进行投放，可能构成侵权。

 转化更高效：实现分端可以针对不同的受众制作创意和落地页，定向更精准，也避免了IOS端点了安

卓的下载包导致无法下载的转化流失（反之亦然）。



APP下载场景

如何联系我们
03.



关于我们-有彩蛋哦！！

• 团队邮件组：app_ops@baidu.com

• APP下载答疑Hi群：2274319

• 产品资料：

mailto:app_ops@baidu.com


与中国企业同舟共度—百度共度计划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