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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营销案例报告（Case Insight）？

 1、案例介绍：概念、方法、价值、目标；

 2、案例背景：问题、效果、现象 (不宜过
多，且有关联)；

 3、案例描述：How，过程

 4、经验学习：Lessons learned，创新点
或特殊性及其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5、结论：主要发现或实践贡献，局限和后
续研究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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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为基础的营销故事



一篇营销案例报告怎样才算“好”？

 主要特点：真实、典型、含
有疑难营销问题

 核心目的：营销知识提炼

 关键要素：洞察（描述性、
归纳性和解释性或探索性分析）

 核心价值：营销专长、实现
成长（可以复用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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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营销故事都
是好故事



案例报告与工作总结有什么区别？

孙道军/中国传媒大学数字经济发展研究中心4

工作总结 案例报告

目的和作用 工作成果的一次综合性汇总，
重点在于检验工作计划的完
成程度和工作目标的实现程
度，为一项工作画上句号；

以沉淀知识和发现规律为主要目
的，通过生动的故事和情境引发
思考、理解和记忆，并成为未来
工作的方法。

文体和表述方式 以验收为目的，以描述为主；以情景再现为目的，以描述为主，
同时兼有分析和说明

思路和思维方式 一种结构思维，思维的方式
是从总体到结构；

一种归纳思维，思维的方式是从
具体到抽象



什么时候/情况下开发营销案例报告？

开发营销案例报告是为了发展营销方法，而非树立典型的唯一意图。

先进方法

• 所选故事是出于发展营销方法的需要，

如建构新的营销关系、发现新的营销方

法，或者做出新的分营销类等；

• 所选故事要非常适合说明和扩展不同概

念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

• 所选故事可以是异质的，超越熟悉的认

知（关注极端情境，超出常识范畴）。

典型形象

• 所选故事是出于树立榜样的需要，或者为了激

励学习，或者凝聚人心；

• 所选事件或人物要符合总体的理想标准，满足

高标准包装的需要；

• 所选故事应该是超群的，不仅具备普通大众没

有的特质，而且具有承载诸多特质的包装潜质，

但难以验证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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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营销案例报告培养怎样的习惯？

观察营销现象，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综合运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可以只

使用定性营销数据，也可以定性营销数据与定量营销数据同时使用

 定性数据：擅长揭示那些由定量数据揭示的关系背后的基本原理，或者也可直接提

出理论命题然后再通过量数据 检验(Jick,1979)

 “虽然系统性数据是我们构建理论的基础，但真正帮助我们构建理论的是那些奇特

有趣的数据。理论构建看起来需要丰富的描述，而这种丰富性来自奇闻轶事。我们

揭示硬数据中的各种关系，但只有通过使用那些软数据我们才能够解释这些关系。”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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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一篇好的营销案例报告

一、 案例背景

二、 案例目标

三、 营销洞察及策略

四、 营销执行

五、 效果评估与社会
价值

六、 分析总结

营销洞察：AI营销、百度观星盘
营销策略：圈层营销

1.找准 TA，圈营销策略人群划分
2.触达 TA，百度观星盘营销平台
让圈营销策略实现成为可能
3.对话 TA，不同圈层定制差异化
沟通策略，更灵活更高效

1.找准 TA，圈营销策略人群划分
I. Core User 核心人群
II. Social Network 社交圈层
III. Celebrity 粉丝圈层

2.触达 TA 
重要节点的重点曝光
上市后的持续触达
百度多产品内容承接 TA 的需求

3.对话 TA
I. Core User 核心人群
II. Social Network 社交圈层
III. Celebrity 粉丝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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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S90借助人工智能发力圈层营销标题

正文



案例分享：全国百篇优秀营销案例

孙道军/中国传媒大学数字经济发展研究中心8

以人为核心，圈层营销策略: 第一步，
找准目标人群，圈层营销策略对人群
进行划分；第二步，触达目标人群，
百度观星盘让圈层营销策略实现落地；
第三步，对话目标人群，灵活高效的
对不同圈层定制差异化沟通策略。

1 沃尔沃圈层营销策略的
提出

2 百度观星盘助力沃尔沃
找准目标人群

2.1核心人群（Core User） 精
准搜索和观星盘数据赋能
2.2社交圈层（Social Network）
购车决策者强关系和百度观星盘
2.3粉丝圈层（Celebrity） 粉丝
经济和观星盘数据赋能

3 沃尔沃S90信息触达目
标人群

百度观星盘强大的技术和数据能力触
达目标客户;
百度开屏、原生GD和OTT精准定向核
心目标人群
沃尔沃利用重要节点进行重点曝光 担
保式保量投放。
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

4.1核心人群（Core User）
KDA
4.2社交圈层（Social Network）
家人、同事和朋友的对话
4.3粉丝圈层（Celebrity）代言
人粉丝运营

4 沃尔沃对不同圈层差异
化沟通

沃尔沃S90借助人工智能发力圈层营销标题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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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全国百篇优秀营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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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赋能营销的六大军规：
军规一：AI是未来的空气与水
军规二：没有数据依托的洞察都是空谈
军规三：无智能推荐的资讯都是信息噪音
军规四：不用保留初级创意工作者
军规五：万物皆可成为媒体
军规六：必须掌控营销主导权

关键要点
1.营销工具: 观星盘；
2.营销形式:，圈层营销，社群洞察、覆
盖协同；
3.营销内容：原生广告，明星活动；
4.传播渠道:全媒体

案例分享：全国百篇优秀营销案例



案例讨论：如何从结案报告升级为案例报告

收获您2019年的静谧之旅（林肯飞行家地图项目）

KA-汽车IMS



CONTENTS

合作背景

创意

执行策略

数据效果

经验教训（Lessons Learned)

执行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

案例背景（发起的原因/问题制定)

案例介绍（所涉及营销方法的核心概念和价值)

案例描述（解决方案/对比方案/备选方案)

分析总结（Conclusions)

效果验证（归因分析，展示行动与结果的关系)



Chapter 1
合作背景



合作背景

林肯飞行家将在11月正式上市
希望在10月长假期间选择合适的出
行场景与用户进行品牌互动提前预
热，提高市场对品牌的期待度
而百度地图无疑是不二选择

POI全球覆盖月活用户

百度地图车主

2.3亿
使用智能语音助手

3亿用户

每日导航总里程

6亿公里

道路里程覆盖

940万公里

项目发起的原因，
解决的主要问题或
要达成的主要目标



Chapter 2
创意





基于地图用户大数据，用林肯品牌内涵定制独有用户体验

汽车行业多个首创合作

• 汽车行业首次结合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合作

• 汽车行业首次合作地图用户大数据

• 汽车行业首次换标合作让品牌驰骋在导航中

HOW？



Chapter 3
执行策略

解决问题的过程 ？
与问题或目标之间的关系（支持归因分析）？







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

百度地图大数据，解读历史国庆自驾会遇上的一些问题，以及热门景点导

游等，具备极强的功能指南作用和自然传播影响力。

Baidu MAP



百度地图官方微博 百度地图微信公众号百度地图内部信息分发和导流

首页浮层 我的消息推送国庆专题活动页

Data：微博官微，数据截止2019.10.10



Baidu MAP

2019年个人出行账单

-汽车行业首次合作地图用户大数据



微信分享

微博分享

*实际用户分享示例

首页

急转弯次数 平均时速
稳健型飞行家

探索型飞行家

激情型飞行家

产生个性化账单

*个人账单大图见附录

历史距离 足迹图龄

急加减次数最久导航时长

最高时速



Baidu MAP – Navigate Project

林肯飞行家，星标之旅

-汽车行业首次换标合作让品牌驰骋在导航中



首页ICON&首页导航文字链&导航文字链 导航结束页Banner

首页导航文字链

首页导航文字链

首页ICON 导航页文字链

导航页文字链

首页ICON

活动导流入口





Chapter 4
数据效果



项目说明：价值点/
吸引人的地方/？



2019年个人出行账单投放效果

USER 资源入口 个人账单 生成账单 分享

Flow

IMP.

250 M+ 参与互动人数 500 万 +

Lessons Learned？



2019年个人出行账单投放效果

导航结束页banner

首页ICON&首页导航文字链开屏

Ctr.  4%+

Ctr.    6%+

Benchmark  1%

Benchmark  
4~5%

Lessons Learned？



林肯飞行家，星标之旅投放效果

USER 资源入口 地图活动页面 参与活动换标 抽奖&留资

Flow

IMP.

137 M+ 参与换标人数 15万

Lessons Learned？



预热期极佳的效果助力品牌完成NEXT全链营销的闭环化

《2019年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

《2019年个人行程长单》

观
星

盘
专

属
林

肯
D

A
T

A
B

A
N

K

林
肯

小
程

序
对

接

上市期精准曝光

CTR3.54%

线索数
上升281%

小程序上线后vs上线前

成本
降低95%

同期小程序vsH5页

投放期间效果飞升

可播放

Lessons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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