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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火星探测”最佳时机

历时4年+科研准备

顶尖科学家及工程师科研工作

探索

一次性完成火星任务

绕（轨道器）

落（着陆器）

巡（火星车）

搜索

约210天
星际飞行/

90个火星日
不停探索/
回传信息/
直至退役

未来

中国首辆火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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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度搜索大数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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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
家有小学生占比79%

职业TOP5

安卓7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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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相关内容广受网民关注

【火星探测】相关检索趋势热度同比飙升

+271%
Query： 中国火星探测器

18亿像素火星
全景照片国家航天局

2020年首探火星

土星5号运载火箭

 火星VS热点新闻= 搜索指数7.5倍，资讯指数8.1倍

搜索指数热度高：

 火星VS民生新闻类= 12.8倍

资讯指数优势明显：

 火星VS消费购物类= 194倍

【火星探测】搜索+资讯双重维度优势显著

时间周期：5月19日-5月25日



最大的知识信息权威平台

最了解中国网民需求的互联网平台



深度
认知
引导

全面发力内容视频化：

百度内容生态中视频的覆盖规模同比增长58%

秒懂视频日均播放量8000万+

最具公信力权威知识体

系：

知识访问用户数： 3.4亿

知识浏览时长：6.3亿分钟

知识检索量： 20.5亿

已收录百科词条超过 1690万

文库文档超过 7亿
与航天/探索强关联：

文库：航天相关垂类文档资源超3900多万篇

百科：与航天、科技、天体等相关词条1万5千条

更多。。。

百度直播
影响力

全球最大
知识中文
生态

数据来源：百度万象大会及百度数据后台







• 【下一站火星】权威科普直播

• 【火星知识解读】航天知识闪电

• 【火星科技】火星知识官方区

• 【太空邮局】话题互动

太空邮局：来自地球的问候

太空告白：来自地球的心愿

太空好奇：来自地球的智慧

• 【火星车拟人IP运营】：建立与未来的联系

• 【火星追踪】：探火历程珍贵影像视频专题

• 【未来AR探馆】：人类下一个家园

更多待加入内容…

全面覆盖航天/火星泛人群

互动/直播内容有趣有深度

独家稀有资料引爆关注

稀缺顶流资源保证声量

趣味用户互动，掀起活动热度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珍贵资料传递，延续活动生命周期

注：仅供参考，以最终执行为准



超级流量 权威媒体/机构

权威媒体/社交
阵地鼎力加盟

引爆舆论关注
声量全程续航 74+

领域内专业科研机构

年轻社交SNS交流阵地

全国区域头部权威媒体

百亿

一线户外声量宣推覆盖

百度系手百+序章开屏矩阵

百度系顶级稀缺资源领航

PR/行业大V

权威大咖大V
加盟直播引爆10+

互联网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

航天领域功勋教授

注：此市场宣推资源，参考资源包，以最终执行为准



4+年轻社交聚集地30+全国区域媒体

10+大咖鼎力加盟（拟邀）

10+头部权威媒体 30+科研机构

『两弹一星』 『嫦娥之父』 『太空第一人』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孙家栋 欧阳自远 李彦宏杨利伟

『SpaceX CEO』
注：此市场宣推资源，参考资源包，以最终执行为准

Elon Musk
埃隆·马斯克



Feed推荐wise框下 搜索大卡

户外资源宣传矩阵

手百+序章开屏矩阵

注：此市场宣推资源，参考资源包，以最终执行为准

地铁广告

百度系稀有顶流豪华资源矩阵

一线户外LED

百度 APP开屏 百度 APP PUSH 首页右上角百度doodle



百度 X 【天问一号】火星探索



 独家【火星追踪】：探火历程珍贵影像视频专题

发射前：活动预热

百度——中国火星探测工程火星车征名全球独家合作平台，将追踪报道火星项目贯穿始终平台

时间轴

整体
节奏

Big Day：发射

 【太空邮局】：

最好玩太空话题互动

 独家【火星车拟人化IP运营】：建立与未来的联系

发射后： 1，火星车独家征名
2，火星车独家追踪报道

7月26日 2021年4月6月19日

 【下一站火星】：
最脑洞/最权威火星知识
科普直播
（发射前8场，发射后1
场）

独家视角发射直播 独家珍贵火星探测资料发布、运营话题、直播矩阵全线玩火

传播
节奏

后续增加更多形式…

探索：话题互动探讨 未来：稀有内容传递搜索：知识内容科普

 【火星知识解读】航天知识闪电

 【火星科技】火星知识官方区

 【未来AR探馆】：人类下一个家园



• 【太空邮局】最好玩太空话题互动

-太空邮局：来自地球的问候

-太空告白：来自地球的心愿

-太空好奇：来自地球的智慧

• 【下一站火星】最脑洞/最权威火星知识科普直播

• 【火星知识解读】航天知识闪电

• 【火星科技】火星知识官方区

• 【火星车拟人化IP运营】建立与未来的联系

• 【火星视频记录专题】探火历程珍贵影像视频专题

• 【未来AR探馆】人类下一个家园

注：内容合作及说明以最终执行为准

【你不知道的火星冷知识】
知 识 内 容 科 普

对太空及火星的遐想
系 列 话 题



注：图片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合作形式】：话题、视频、动态，两阶段话题互动，P1预估6亿曝光，大V参与数
1000+，触达关注火星/航天泛人群

探索 搜索 未来 趣味用户互动，掀起活动热度



注：仅为示意，后续如有调整以最终执行为准

探索 搜索 未来 趣味用户互动，掀起活动热度

时间段 内容主题/话题词 内容简介 预估上线时间

全程 #中国探火工程# 主话题 覆盖任务公开、基地探秘、发射流程等官方消息，科技类kol参与深度解读。 2020.7.1

发射前
（主题：太空邮局）

#地球的好奇# 征集用户的好奇心，包括宇宙未解之谜、小学生对外太空的好玩问题等。 2020.6.22

#地球的记忆# 情感类KOL引导，向用户征集『最珍贵的记忆』。 2020.6.29

#我对太空许个愿# 引导用户向太空许愿，征集温情/好玩等愿望送上太空。 2020.7.9

#地球的烦恼# 联合媒体发起话题征集用户最想送(丢)上太空的烦恼（如：压力、前男友） 2020.7.9

#太空歌单# 用户自发上传歌单，根据投票排名最终确定top100太空歌单。 2020.7.16

#地球的智慧# 投票选出百度百科100个代表人类智慧的词条送上太空。 2020.7.16

发射日
#探火发射现场# 覆盖发射倒计时、发射瞬间、基地现场等官方视频或独家视角视频。 2020.7.26

#火星你好# 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后的后续解读，kol引导用户讨论人类的火星梦等。 2020.7.26

发射后

#火星车晒自拍# 贯穿火星车巡视火星全过程，一手图片资料展示火星车每日状态。 2021.2

#大家问火星车# 精选用户优质问题，由火星车账号转发回答，借助互动传递知识。 2021.2

#火星日志# 展示火星的任务清单、传回地球的一手资料和新发现。 2021.2

#火星上的节日# 找到火星车与地球生活的连接点，比如情人节、春节等节日，引发共鸣。 2021.2

两阶段话题共计曝光超8亿



话题-干预 话题-投票Push 话题-氛围头卡 话题-banner

注：所有商业权益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话题-动态置顶 话题-小程序植入

探索 搜索 未来 趣味用户互动，掀起活动热度



中科院院士
欧阳自远（拟邀）

火星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
贾阳（拟邀）

“火星叔叔”
郑永春

天文八卦学家
刘博洋

科幻作家
刘慈欣（拟邀）

探索 搜索 未来

【合作形式】：业内权威大咖科普/直播，触达关注火星/航天泛人群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注：仅为示意，后续如有调整以最终执行为准；



【合作形式】：业内权威大咖科普/直播，触达关注火星/航天泛人群

…
更多科普

探索 搜索 未来

【你不知道的火星冷知识】

注：仅为示意，后续如有调整以最终执行为准；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注：仅为示意，后续如有调整以最终执行为准；

阶段 内容 内容简介

发射前

火星移民真的可行么
航天科普达人对谈，用比较接地气，用户听得懂的形式进行探火项目的科普，就用户最好奇的10个火星甚至
航天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

地外文明真的存在吗
嘉宾对谈的形式，从探火事件切入，主要从天体物理学角度聊聊人类探索太空的意义，地外文明存在有哪些
合理性，人类在火星生存的科学性等。

你不知道的那些火星冷知识
从火星男孩关于火星生活的描述切入，结合此次探火事件探讨关于火星的神奇之处，解读关于火星的各种冷
知识，比如火星到底有多冷？《火星救援》中在火星种土豆到底科学么？等等，内容有趣开脑洞。

人类为什么要去火星
采用采访的形式，欧阳自远从此次探火事件出发，聊聊关于人类探火的原因，做了哪些努力，探火的意义，
以及对中国探火甚至航天未来的瞻望等话题。。

全宇宙文明普查
采用对谈形式，从刘慈欣的作品《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三体》入手，从科幻角度探讨宇宙观，比
如人类文明有可能扩展到全宇宙么？宇宙是否存在神级文明？等。

我与太空300小时
主持人和航天员对谈，可以从其平时训练到在太空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切入，聊聊航天员对于火星，乃至中国
航天未来的展望。

宇宙的尽头是什么
主持人和科普达人对谈，地球、银河系、各种星系团……所有可见的物质仅占到宇宙质量的17%，其他都是
暗物质。天文学家如何绘制这个“看”不见的暗物质宇宙？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探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流量明星和发射中心博物馆专家一起去探馆，配合讲解员，从普通观众
的视角，带着提问，一起追溯航天历史背后的故事

发射后 为了去火星，天问一号到底有多努力
可以围绕着火星车的外貌，功能，作业流程，建造火星车背后的故事，以及大众最关心的与此项目相关的问
题展开。可以提前录播。

探索 搜索 未来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注：所有商业权益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探索 搜索 未来

节目植入-直播简介节目植入-品宣冠名直播产品-回复定制

节目植入-剪辑软植节目植入-节目角标节目植入-嘉宾定制

直播产品-带货定制 节目植入-环节植入直播产品-礼物定制

直播频道-banner
推荐

直播频道-热点4宫格推荐直播频道-分维度干预

百科词条页顶部banner

百科词条页底部banner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探索 搜索 未来

独占
深度解读
客户独享

抢占
有效触达

泛品牌认知用户

持续
品牌用户
精准沉淀

PLUS
借势探火

增强品牌深度

知道问答页 站搜TOP1 大搜TOP1

营销案例：

某品牌通过解答网民问题，树立及传递品牌科技感形象

注：仅为示意，后续如有调整以最终执行为准；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注：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1，火星事件期间为火星背景，事件结束后恢复品牌自主背景

探索 搜索 未来

 卡片样式强势霸屏

 品牌概念视频，塑造品牌形象

 品牌图册集锦，全方位品牌曝光

 词条概述信息，定制化核心资讯

 5张产品卡片，大搜「回搜」引流

（不100%承诺)

 百度APP端上线小程序样式，WAP端上线H5样式（见附录）；暂无PC端
样式（待升级）；

 百度小程序内loft样式分享后再点开，仅支持打开普通词条样式；

产 品 路 径 示 意

概述信息

点击进入

搜索自然流量入口
活动期间突出火星元素
例如更换火星背景 百科词条内loft层样式

Demo示意

Demo示意

创意科普内容，调动用户好奇



火星车小正太，狮子座，

对什么都充满好奇，

性格有些中二，

爱自拍，爱分享，

肩负艰巨任务但仍然元气满满勇敢探索。

人物设定

【合作形式】：见【太空邮局】话题互动规划第二阶段，对话火星车拟人IP，4大话题互动，P2预估2亿曝光，
大V参与数1000+，触达关注火星/航天泛人群

——硬核内容· 智囊团
泛知识类、航天官方、专业机构产

出优质内容

——官方互动· 头部权威媒体百家号
央媒矩阵、航天官方、专业机构百

家号转评赞

注：图片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探索 搜索 未来 珍贵资料传递，延续活动生命周期



【合作说明】

全程记录/承载火星车

从飞行到巡视期的重要轨迹、

返回地球的视频资料、及中国探火

历程珍贵影像等。

注：图片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运营周期】

2020年7月-火星车退役

【效果预估】

专题持续更新，预估曝光1亿+

探索 搜索 未来 珍贵资料传递，延续活动生命周期



视频专题-头图logo冠名 视频专题-头图广告帧（第三
帧）

视频专题-页面首屏banner 视频专题-页面次屏banner

探索 搜索 未来

注：所有商业权益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珍贵资料传递，延续活动生命周期



注：图片仅为示意，以最终执行为准

探索 搜索 未来

百度百科倾力打造

文化权威知识平台

品牌技术理念

品牌文化传承

可深度定制

珍贵资料传递，延续活动生命周期



火星后续
陆续增加更多合作模式

……

• 【太空邮局】最好玩太空话题互动

-太空邮局：来自地球的问候

-太空告白：来自地球的心愿

-太空好奇：来自地球的智慧

• 【下一站火星】最脑洞/最权威火星知识科普直播

• 【火星知识解读】航天知识闪电

• 【火星科技】火星知识官方区

• 【火星车拟人化IP运营】建立与未来的联系

• 【火星视频记录专题】探火历程珍贵影像视频专题

• 【未来AR探馆】人类下一个家园



第一阶段（6.19-7.26）

话题互动 科普直播

资源分阶段总览

直播频道-banner推荐 直播频道-热点4宫格推荐直播频道-分维度干预

百科词条页顶部banner 百科词条页底部banner

话题-干预

话题-投票

Push 话题-氛围头卡 话题-banner

话题-动态置顶 话题-小程序植入

注：图片仅为示意，请以最终下发资源包执行为准；知识闪电/品牌loft购买请参考下单流程



第二阶段（7.27-2021.4月），具体资源以最终下发为准

话题互动 科普直播 视频专题

视频专题-头图logo冠名 视频专题-头图广告帧（第三帧）

视频专题-页面首屏banner 视频专题-页面次屏banner

资源分阶段总览

话题-干预

话题-投票

Push 话题-氛围头卡

话题-banner

话题-动态置顶 话题-小程序植入

节目植入-直播简介节目植入-品宣冠名直播产品-回复定制

节目植入-剪辑软植节目植入-节目角标节目植入-嘉宾定制

直播产品-带货定制

节目植入-环节植入

直播产品-礼物定制

直播频道-banner推荐

直播频道-热点4宫格推荐

直播频道-分维度干预

百科词条页顶部banner 百科词条页底部banner

注：图片仅为示意，请以最终下发资源包执行为准；知识闪电/品牌loft购买请参考下单流程



第二阶段（7.27-2021.4月），具体资源以最终下发为准

知识闪电 品牌loft

资源分阶段总览

注：图片仅为示意，请以最终下发资源包执行为准；知识闪电/品牌loft购买请参考下单流程

知道问答页 站搜TOP1 大搜TOP1

1

2

8

4

3

6 7

5

1. 沉浸式背景头图

2. 品牌官网

3. 视频区域

4. 企业高管寄语

5. 权威百科词条

6. 经典产品-TAB

7. 品牌动态-TAB

8.百科数字博物馆入口（可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