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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R广告（Virtual Reality Advertisement）是一种将VR内容和技术应用到在线广告推广场景、实现360度立体广告呈现的新型广告营销方式

2. 相较于传统图文广告，VR广告能以高信息密度、高趣味性的方式，对需要推广的场景、商品进行展示，提升广告的点击率和转化率

什么是VR广告？

VR广告 = 广告位 + VR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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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广告优势一览

【 VR广告效果提升数据】

· 谷歌富媒体：

VR广告的CTR是普通广告的

10倍！

· 汽车行业客户实测：

CTR平均提升

7.5倍！



360全景 大型3D环物 小型3D环物

百度VR广告内容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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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投放案例一：贝壳VR基木鱼落地页

• 提升网民浏览体验，提升网民兴趣

• 提升APP下载转化率

营销诉求

• 贝壳是百度的长期合作客户

• 往年主要以投放CPC效果类广告为主

投放背景

• 受疫情影响，看房人群量大幅降低

• 传统大图样式不直观，缺少吸引力

营销痛点

• 贝壳起于链家，但不同于链家网的垂直自营模式，其使命是缔造平台

• 2018年4月底上线的贝壳找房，定位以技术驱动的品质居住服务平台，适时

推出了VR看房。以“VR看房、VR讲房、VR带看”三大VR核心功能。

品牌介绍



百度VR房产行业首单！
贝壳VR广告投放，百度全链AI营销赋能

信息流推广CPC精准推送

触达TA 打动TA 转化TA找到TA

VR物料，提升体验

前卡*+落地页360全景沉浸式体验

基木鱼落地页

APP下载组件

亮点：
1. 百度营销VR基木鱼&信息流推广CPC首单
2. 信息流推广CPC前卡+基木鱼，VR多产品能力打通
3. 落地页首页&VR全屏页均可添加转化组件

VR投放案例一：贝壳营销诉求拆解思路

锁定目标人群

观星盘

*5月支持



【贝壳信息流推广 CPC & 基木鱼投放链路DEMO】

VR投放方案：贝壳VR基木鱼落地页

【广告前卡】 【基木鱼落地页】

【信息流推广大图前卡】 【基木鱼落地页首页】 【落地页VR全屏页】
点击头图



①页面对比 ②数据表现

常规落地页 VR落地页

数据周期：4月1日-4月16日

VR投放效果：贝壳VR基木鱼落地页CVR优势明显

【贝壳VR基木鱼落地页转化率优势明显】

【页面访问时长 + 122% 】

【CVR +20% 】

【点击下载转化率 +84% 】

VR  LP 图文 LP

【CPA – 17% 】

客户反馈：符合预期，满足了提升转化率和降低成
本的需求



VR投放案例二：讴歌VR品专

• 讴歌CDX系列SUV新款车型上市

• 产品需要一波线上曝光和推广

投放背景

• 受疫情影响，4S店流量大幅减少

• 传统大图样式缺少亮点和交互性

营销痛点

• 强势曝光，引爆新品cdx上市热点

• 提升TA兴趣，影响潜在车主

营销诉求

• 讴歌（Acura）于1986年在美国创立，其名称Acura源于拉丁语Accuracy

（精确），标志为一个用于工程测量的卡钳形象，反映出讴歌精湛的造车工

艺与追求完美的理念。

品牌介绍



百度VR汽车行业首单！
讴歌CDX上市首发，百度全链AI营销赋能

VR投放案例二：讴歌营销诉求拆解思路

亮点：
1. 百度营销VR品专首单
2. VR前卡 + VR浮层页，深度打造沉浸式体验
3. 前卡&浮层页均可添加转化组件

• 引爆新品cdx上市热点

营销诉求

• 提升TA兴趣，影响潜在车主

方案应对诉求拆解

• 广告更酷炫、更有趣、更互动

• 强势曝光，彰显品牌和产品的

形象和优势

• 豪华内饰VR 360全景

• 品牌专区、CPT、高级样式



【VR品专前卡 + VR浮层】

VR头图

明星车型
分类链接

转化组件

VR浮层

转化组件

【VR品专前卡】 【VR品专浮层页】
点击头图

投放方案：讴歌VR品专样式全解析



点击欣赏

① VR品专DEMO

VR投放效果：讴歌VR品专CTR提升明显！

②数据表现

【讴歌VR品专点击率优势明显】

【点击量 +28% 】

VR  品专 图文 品专

【CTR +33% 】

数据周期：4月16日-4月30日

客户反馈：
符合预期，满足了品牌曝光和产品曝光的需求



ew entry e perience quity

激发池 体验池 资产池

Awareness Interest/Intent

用户路径

Action/Loyalty

商业服务

百度N.E.X.T全链AI营销
助力品牌打造VR营销解决方案

兴趣意图，曝光引流 资产沉淀，多样转化VR助力，内容生态

曝光 互动 转化

前卡、落地页、浮层页

【推荐引擎，精准入口矩阵】

信息流推广GD + 信息流推广CPC

【搜索引擎，品牌人群渗透】

品牌专区

【VR物料，优势明显】

更有趣、更酷炫、更互动

【提升广告主使用价值】

点击率、转化率……更高

【多重转化设置 】

留资、型录下载、APP下载……

【多样转化组件 】

oolkits
工作台

观星盘
广告投放平台 百度统计

营销服务市场
基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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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总结之百度营销VR广告产品打通一览

VR-全景

品专

VR-3D环物

信息流CPC

支持 By case支持

5月随手百新版支持 x

信息流 GD 支持 x

VR 
DEMO

基木鱼 By case 支持 x

广告
前卡

落地页



玩法总结之百度营销VR广告完整营销链路

【广告前卡】 【基木鱼落地页】

【VR头图+转化组件】 【全屏VR+转化组件】点击【信息流- 360全景】 【品专 – 3D环物】 【品专 - 360全景】



什么行业更适合投放百度营销VR广告？

【房产行业 - 线上看房】 【汽车行业 - 线上看车】 【3C电子 – 外观展示】

适配
行业

汽车 房产

奢饰品

虚拟展厅

潮鞋

古玩

家居



百度营销VR广告优选行业推荐

【VR - 3D环物】 【VR - 全景展示】

汽车 优选行业3C电子 奢侈品 汽车 房产 装修



百度营销VR广告物料制作生态

类别 格式 宽高比 分辨率 文件大小 张数 说明

VR-全景物料
JPG/
PNG

2:1 4K~8K 20M以内 至少1 打包后线下发VR团队

VR-3D物料
JPG/
PNG

无要求 4K~8K 单张5M以内 一套36
物料制作方给出处理好的成品，打包后线下

发VR团队

【情况一：客户自备物料】

【情况二：百度代理制作】

1. 发起需求：明确VR创意需求、上线时间需求
2. 询价下单：非标询价
3. 物料制作：VR部门完成VR物料开发



总结之 VR广告4大优势

图文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触手可及的沉浸式体验

创意与交互深度结合 VR广告的点击率是普通广告的10倍

更有趣 更真实

可交互 点击率更高



超级APP，顶级高优流量 拍摄-制作-投放，无缝衔接

百度family多媒体矩阵，全时覆盖 全链路AI营销管理

顶级流量 一站式服务

24小时覆盖 全链AI营销

全球 N O . 1 中文搜索 + 资讯入口

用户：6.6亿 +

D A U ：2.2亿 +

总结之 百度营销VR广告4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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