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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盘是什么

基于百度AI技术及大数据能力，

针对不同行业

- 深度洞察品牌和用户特征

- 全场景多维度智能分析定向

- 投后效果跟踪和度量

- 全链路数据资产沉淀、分析和再营销

构建覆盖用户全生命周期的整合营销能力。

百度全链AI营销数据平台



产品核心能力

全域数据洞察 全链路资产沉淀全场景人群定向

汇聚百度域内数据、客户数据、合

作伙伴数据组成的全域数据，构建

海量用户行为标签，提供多维度行

业和品牌洞察能力，全方位感知用

户行为和意图，帮助品牌锁定精准

目标人群。

开放多维度AI定向能力，助力拓展

更多营销场景，精准锁定目标人群。

实现人群包的一站式圈选，编辑，

共享，分发与效果追踪，高效赋能

全场景策略的落地应用。

记录消费者决策链全路径行为，沉

淀各阶段数据资产，帮助品牌实现

全链路转化跟踪和再营销。

观星盘助力客户发现TA、找到TA、触达TA、运营TA，数据让你更懂TA



观星盘

功能概览



产品核心功能

Insight 

Toolkits

Audience

Market

Data 

Bank

行业洞察

• 行业趋势

• 行业热点

• 行业竞争

品牌洞察

• 品牌竞争

• 品牌发展

• 消费决策

用户洞察

• 媒体偏好

• 兴趣特征

• 基础属性

洞察工具

• 搜索前后序

• 意图词拓展

• 品牌词库

定向策略

• 多维自定义定向

• 分场景标签推荐

效果追踪

• 多维度指标

• 实时画像优化

资产沉淀

• 资产概览

• 资产管理

• 资产链路

资产分析

• 资产趋势

• 媒体触点

• 流转路径

资产应用

• 多渠道人群推送

• 多渠道数据回流

投放分发

• 快捷共享

• 智能分发



观星盘主要功能模块

观星盘首页 洞察中心 人群集市



观星盘

操作指南



欢迎来到观星盘

通过域名进入观星盘

cdp.baidu.com
通过百度推广进入观星盘

www2.baidu.com

方式一：百度推广登录后首页

方式二：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观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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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盘 – 首页

• 全链路客户资产

• 资产快捷应用,洞察

全链路数据追踪

• 千人千面

• 配套玩法推荐

 精准饱和攻击

 意图点到线

 …

创新玩法推荐区

• 千人千面

• 产品功能推荐

• 可进入两大核心功能入口

快速功能入口

• 人群分发情况

• 人群投放情况

人群分发实时报表

• 最新产品上线功能通告

运营公告



首页 – 创新营销 – 全链路数据追踪
追踪账号下百度全域的受众资产情况，呈现从

广告展现 → 广告点击 → 页面到访 → 线索留存 → 最终转化 5大链路的受众沉淀情况

【筛选维度】展示多个数据筛选项

【投放产品】：支持选择本账户的搜索，信息流，

品专，开屏，聚屏多类渠道

推广计划：支持全选和单选推广计划

时间窗口：支持最近7/14/30天的时间选择

全链路数据——展示数据概况和数据快捷应用功

能

五大链路数据：显示的是每个链路在用户选择条

件下的UV人数

【生成人群】：点击后可快捷生成人群，在【人

群集市】->【我的人群】可查看已生成人群

图表展示——展示选中链路的详细数据情况

数据趋势：显示单个链路的数据趋势

数据分布：显示展现和点击的频次分布情况



首页 – 创新营销 – 创新玩法

功能维度——

创新玩法说明：展示创新玩法的相关产品功能和案例执行过程

快捷使用：支持快速复用创新玩法相关的产品功能

入口——首页底部区域

根据客户营销需求，提供定制化数据支持，沉淀具备通用性的营销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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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定制 – 首页 通过搜索、信息流、地图、视频等全方位的，覆盖线上/线下、PC/移动等丰富
场景的数据，帮助品牌更有效地整合全域资源，锁定目标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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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种自定义方式，供

广告主根据自身需求，高

度定制人群

我的常用人群：

根据用户使用习惯，提供

快速创建人群入口

行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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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定制 –>圈选到分发操作流程

推荐人群

自定义人群

我的人群

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计算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合并

交叉 排除

扩展



人群圈选 – 选择人群

推荐人群

自定义人群

我的人群

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计算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合并

交叉 排除

扩展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圈选 – 界面入口

 页面介绍：

1、点击【节日人群】

【主题人群】可进入

对应的【推荐人群】

部分。

2、点击【我的常用

人群】【自定义人群】

可进入对应的【自定

义人群】部分。

3、点击【我的人群】

可进入对应的【我的

人群】列表部分。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圈选 – 推荐人群

推荐人群是基于百度大数据，根据推广场景，智能挖掘的人群，可即选即用的人群包。

 页面介绍：

① 选择需要的人群类型【再营销】【用户属性】【用户行为】【行业关注】【节日人群】

② 选择需要的人群，可点击【添加计算】或【保存并分发】

再营销

用户属性

用户行为

行业关注

节日人群

广告展现 私域到访 线索留存 转化事件

消费属性 设备属性 基础属性 地域属性

APP使用 视频观看 阅读浏览

医美行业

人群

游戏行业

优选人群

手机行业

人群

美妆行业

人群

春节人群 情人节人群 母亲节人群 圣诞节人群

仅广告主账户可见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圈选 – 自定义人群

 页面介绍：

 人群集市【自定义人群】，

左侧点击任意功能，进入后

选择需要的内容，生成自定

义人群包

 三方人群，仅对游戏客户白

名单可见

 再营销部分仅对广告主账户

可见

观星盘整合百度海量数据，进行智能算法加工，提供18种自定义人群类型

仅广告主账户可见

仅白名单用户可见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圈选 – 自定义人群 – 操作说明

左侧导航选择需要的人群类型

进入【自定义人群】 运算人群

STEP 1 STEP 2

创建完成

STEP 3

根据需求设置需要的内容，例如数据维度、手
机型号、时间等

可根据需要，将人群添加至计算器、直接保存
并分发，或仅保存。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圈选 – 我的人群

 页面介绍：

 保存的人群可以进

行查看、添加计算

器、分发、删除等

 已经计算过的人群

不支持二次计算

在【推荐人群】【自定义人群】保存的人群，均可在我的人群使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加工 选择人群 创建人群 分发人群 投放端投放

推荐人群

自定义人群

我的人群

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计算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合并

交叉 排除

扩展



人群加工 – 人群计算器

 操作流程：

点击【添加计算】可讲人群添加至计算器，进行交叉、

合并、排除等运算

人群计算器可以让您快捷添加需要交叉、合并或排除的人群进入“购物车”并进行快捷运算。

 操作流程：

置灰的【添加计算】是已添加状态，可在页面右下角

【计算人群】查看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加工 – 人群计算器 - 操作说明

点击【计算人群】，展开人群
计算器。

进入【计算人群】 运算人群

STEP 1 STEP 2

创建完成

STEP 3

拖拽左侧需要计算的人群，进入相应的运算框
中。当前线上提供合并、交叉、排除。也可在
运算框内进行合并或交叉运算。

可根据需要进行人群扩展，或直接保存并分发，
或仅保存。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操作 – 分发人群

推荐人群

自定义人群

我的人群

共享/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计算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共享/分发 投放端投放

合并

交叉 排除

扩展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分发

入口1：人群列表中选择分发

入口4：自定义人群分发入口2：人群详情页分发

人群创建后，需要选择分发渠道才能在相应渠道进行投放操作。

备注：

分发入口：包含“人群列表/系统推荐/自定义人群/

人群详情/人群计算器中选中人群包进行分发

入口3：系统推荐中选择分发 入口5：人群计算器分发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分发 – 操作说明

人群开始分发，
直到状态变更为：已分发
（分发状态超过70%即可使用）

点击【分发】按钮

进入【推荐人群、自定义人
群、我的人群】

选择渠道

STEP 1 STEP 2

创建完成

STEP 3

根据营销诉求，选择分发至对应渠道：搜索推
广、信息流推广、信息流GD、开屏矩阵等

返回人群列表，并显示开始分发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共享

选择弹窗中的仅共享，框中展示所有授权绑定/已经分

发的账户或者手动输入账户名称，勾选需要接收共享

人群的子账户，确定后生效，登录共享接收子账户，

可以看到该人群。

人群共享操作

被共享人群入口在“我的人群”

列表上部，点击即可查看。

人群共享查看

点击【分发】按钮

进入【推荐人群、自定义人
群、我的人群】

STEP 1 STEP 2 STEP 3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除了再营销和系统推荐的人群，其他人
群的共享权限全面打通，取消邮件授权
流程



投放端投放

推荐人群

自定义人群

我的人群

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计算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合并

交叉 排除

扩展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包支持应用于：

搜索推广、信息流推广、聚屏OTT、

信息流GD、开屏矩阵等投放平台。

不同类型人群包分发渠道权限不同，

以实际页面展示为准



投放端投放 – 搜索推广

用户登录观星盘，人群分发后，登录投放端平台，即可创建投放单元，选定人群。

备注：

支持上传人群、APP行为人群，营销页到访人群，行业人群，节日人群，组合人群

（如交叉、合并、筛选）的人群

入口：进入 www2.baidu.com
点击进入“搜索推广”

点击“定向”，选择“人群”
点击“新建人群”，选择“新建特征行为人群”

可选择观星盘已
分发至搜索推广
的人群

也可在这里创建
APP人群，选择
“新建APP包”
即可根据自己需
求创建

进入搜索推广投放端 选择定向，新建人群

STEP 1 STEP 2

选择人群，或新创建

STEP 3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投放端投放 – 搜索推广

用户没登录过观星盘，也可直接进入搜索推广，登录投放端平台，再新建特征行为人群。

备注：

支持上传人群、APP人群，或使用过人群管理（如交叉、合并、筛选）的人群

入口：进入 www2.baidu.com
点击进入“搜索推广”

点击“定向”，选择“人群”
点击“新建人群”，选择“新建特征行为人群”

进入搜索推广投放端 进入【新建特征人群】页面

STEP 1 STEP 2

跳转到观星盘创建人群

STEP 3

选择【APP定向】，可点击去【观星盘平台】
链接直接跳转进入观星盘。
创建人群分发参见观星盘人群定制部分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投放端投放 – 信息流竞价

用户登录观星盘，人群分发后，登录投放端平台，即可创建推广单元，选定人群。

入口：进入 www2.baidu.com
点击进入“原生推广”

点击“推广单元”，选择“新建单元”

进入信息流推广平台 新建单元

STEP 1 STEP 2

选择自定义人群

STEP 3

在人群包中选择【自定义人群】即可查看到观
星盘已分发到信息流竞价平台中的人群包

选择人群

点击展开人群选择

点击进入单元设置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投放端投放 – 信息流竞价

用户没登录过观星盘，也可直接进入原生竞价，登录投放端平台，再添加行业人群。

入口：进入 www2.baidu.com
点击进入“原生推广”

在【资产中心】，选择【自定义人群管理】,
【+添加行业人群】即可快速添加观星盘行业
人群

进入原生推广投放端 新建单元

STEP 1 STEP 2

添加观星盘的行业人群

STEP 3

添加观星盘的行业人群到列表。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投放端投放 – 信息流GD

入口：登录 aop.baidu.com，点击“新建询量单”
在观星盘平台点击“分发”选择“信息流GD”分发渠道。

在“营销产品”中选择“人群包”，并输入人群包id。
全部填写完成后，即可进行询量锁量

进入信息流合约广告投放端，创建询量单 新建单元

STEP 1 STEP 2

用户登录观星盘，人群分发后，可用观星盘人群ID进行询量。

备注：此处操作仅百度内部员工可操作，请联系相关接口人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投放端投放 – 开屏矩阵

用户登录观星盘，人群分发后，广告主序章平台管理员可登录序章平台，创建推广计划，选定人群。

入口：登录 xuzhang.baidu.com
选择【投放管理】，【推广计划】，点击【新建推广计划】，跳转定向信息。

【定向信息】：自定义人群中选择【自定义】
即可看到已分发到广告主帐号的人群包。

进入原生推广投放端 新建单元

STEP 1 STEP 2

备注：此处操作仅百度内部员工可操作，请联系相关接口人

人群圈选 人群加工 人群分发 投放端投放



人群管理 – 人群画像

备注：

① 画像维度包括：基础属性、信

息流阅读偏好、视频观看偏好、

媒体分析、TOP搜索词、贴吧

偏好

② 为保护用户隐私，总人数

<1000的人群不展示画像。

③ 画像生成后，可在人群列表页

中查看该人群的画像状态，计

算完成后，可点击“查看”，

查看实时画像

④ 实时画像仅能提供基础属性画

像，其他画像需要时间计算

⑤ 实时画像不能够为扩展人群提

供实时画像

在人群创建后，在人群列表中选择该人群，点击操作中的 “查看”，在浮层中选择实时画像”

实时画像 更多画像



人群管理 –画像提取

入口：画像计算完成后，点击“提取人群”
第一步：选择需要提取人群的条件，
如性别，年龄段等基础属性。也可全部添加。

第二步：创建成功后，返回“我的人群”首页，自定义人群，即可查看

画像提取：通过产出的画像标签对当前人群包进行筛选，产出新的人群包



人群管理 – 人群其他操作

人群详细操作：

① 查看：查看人群详细信息，包括人群类型、状

态、人数、条件、画像等；

② 复制：点击复制，当前页面跳转到新建自定义

人群页，并且要带上被复制人群的所有条件，

随意编辑任何条件，提交后在自定义人群列表

生成一条记录，状态为计算中或排队中。

③ 删除：将人群从列表中删除，删除的人群不可

找回，请谨慎操作。

④ 种子扩展：详见人群定制 - 创建人群 - 种子扩展人群

⑤ 续期：点击人群状态列，可以即将过期人群延

期。

⑥ 共享：详见下页共享

人群状态显示：
即将过期：可根据是否有继续使用的
需求点击“续期”功能。人群包有效
期为3个月。
已过期人群不可再用，如需同条件人
群，可以将该人群复制，创建新人群。

续期：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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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中心 – 首页 通过提供多种分析维度，帮助分析您的行业及品牌的市场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
情况，并提供多种关键词分析工具，协助您进行洞察分析

行业洞察

• 宏观趋势洞察

• 行业搜索趋势

• 行业资讯趋势

• 行业热点内容

• 消费者意图识别

• 意图人群迁移分析品牌洞察

• 品牌份额分析

• 品牌竞争

• 品牌发展

• 消费决策行为

• 搜索特征
关键词洞察

• 品牌词库

• 搜索前后序

• 意图关键词扩展



洞察中心 – 行业洞察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行业洞察 – 宏观趋势洞察

呈现近90天的品牌搜索指数和资讯指数。

数据洞察 – 行业洞察
进入宏观趋势洞察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1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行业洞察-行业搜索趋势

数据洞察 – 行业搜索趋势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1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为您呈现行业和细分市场下的搜索指数变化趋势，以及行业下细分市场、品牌和产品在搜索层面的市场份额占比，帮助您

更深入的进行行业搜索流量的洞察。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行业洞察 – 行业资讯趋势

为您呈现行业信息流文章的新增、阅读、及转发评论数据趋势，帮助您更好的进行行业信息流数据洞察。

数据洞察 –行业资讯趋势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1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行业洞察 – 消费者意图识别

了解目标人群对品牌/产品的真实意图

数据洞察 – 行业洞察
进入消费者意图识别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1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行业洞察 – 意图人群迁移分析

了解品牌覆盖意图人群的心智旅程

数据洞察 – 行业洞察
进入意图人群迁移分析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1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洞察中心 – 品牌洞察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品牌洞察 – 操作

 操作流程：

① 选择【分析维度】5个维度可多选，至少选

一个。

② 选择【一级行业】目前开通8个行业，可选

细分市场

③ 选择【分析对象】：可选品牌、产品

④ 选择【品牌】输入主分析品牌、对比分析品

牌；选择【产品】输入主分析产品、对比分

析产品

⑤ 【时间选择】：时间区间最长可由前天向前

选择30天

⑥ 确定提交后返回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品牌洞察 – 结果页面

品牌份额

品牌竞争

品牌发展

消费者决策行为

搜索特征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洞察中心 – 关键词洞察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关键词洞察 – 品牌词库

品牌词库方便系统地维护从营销策略规划、目标受众定制到投放效果分析等环节的营销关键词的集合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进入页面

STEP 1

查看示意：

 操作流程：

① 数据洞察首页左侧导航

条可选【关键词洞察】-

【品牌词库】或主页面

【品牌词库】进入品牌

词库主页面

② 点击【新建词库】创建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关键词洞察 – 搜索前后序

搜索前后序是通过搜索行为数据，挖掘用户行为行为特征，呈现关键词包的前后序关键词信息，更好识别受众行为意图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进入页面

STEP 1

结果示意：

 操作流程：

① 数据洞察首页左侧导航

条可选【关键词洞察】-

【搜索前后序】或主页

面【搜索前后序】进入

搜索前后序主页面

② 点击【新建分析任务】

创建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关键词洞察 – 意图关键词扩展

意图关键词拓展是根据输入的关键词，能够快速拓展出更多高相关性词汇

输入定制条件

STEP 2

显示结果

STEP 3

进入页面

STEP 1

 操作流程：

① 数据洞察首页左侧导航

条可选【关键词洞察】-

【意图关键词扩展】或

主页面【意图关键词扩

展】进入意图关键词种

子扩展主页面

② 点击【新建拓词任务】

创建

行业洞察 品牌洞察 关键词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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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盘 – 品牌数据资产

资产概览

营销绩效评估

全链用户追踪



资产概览

支持对品牌总用户和三大阶段用户进行一键生
成人群，人群可在人群集市列表【自定义人群
>品牌资产人群】中进行查看和后续使用

支持日期的自由选择

切换时间区间，查看资产变化趋势，三角标标注波峰/波谷



资产概览-Q2新增资产触点



资产概览-链路触点分布

点击AIA主卡片展开触点分布详情

点击一级触点柱形图展开右侧二级触点详情



资产概览-链路触点趋势

点击【触点下钻】，可查看一级触点对应的各个二级触点的数据趋势图

点击【触点下钻】，可查看一级触点对应的各个二级触点的数据趋势图

点击具体图例，可取消某个触点的趋势图展示



资产概览-一键创建触点人群

• 支持AIA三阶段资产对应的一级/二级触点人群，一级
触点仅支持单选，二级触点支持多选；

• 人群创建完毕可在人群集市列表【自定义人群>品牌
资产人群】查看和使用；



营销绩效评估-R.E.A.P.

点击查看指标的释义说明，了解
如何正确解读R.E.A.P.指标

支持在最近3个月时间跨度内选择起始日期

R.E.A.P.4大指标具体数值和竞品
对标情况



营销绩效评估-链路流转路径

消费者AIA链路的阶段流转示意图，可点击查看任意
阶段用户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各自的人数。

例：图示中起始时间认知阶段(A)总用户数量：
14297515人

消费者AIA链路阶段流转的详细数字说明

例：图示中2020.3.1时认知阶段(A)总人数
14297515人，其中11340人在2020.3.7的时候迁移
到了意图阶段(I)



一键创建流转人群

流转人群：支持创建R.E.A.P.指标对应的四类人群，人群
创建完毕可在人群集市列表【自定义人群>品牌资产人群】
查看和使用

分路径人群：支持自由创建起始阶段为X，结束阶段为Y
的人群，X和Y可在四个选项中多选，人群创建完毕可在
人群集市列表【自定义人群>品牌资产人群】查看和使用



全链路用户追踪

可选账号范围：本帐号和本帐号建立授权关系的账号
账号支持多选，多选情况下账号的数据会进行合并计算

营销漏斗分为4层，每层人群分为2类：留存人群和流
失人群。目前支持点击选择流失人群（注：图形和下方
人群类别条形图均支持点选）



行业意图分析

点击进行流失人群圈选

分析您选择的流失人群在所选时间范围内，
流失人群的行业意图表达，

意图表达分为3类：
• 关注品牌；
• 关注产品；
• 核心关注点。

注：意图表达计算数据源是流失人群的搜索行为。

分析您选择的流失人群在流失后，流失的人群是
否还有行业意图表达，若部分人群无任何行业意
图表达，则该部分人群计为行业跳出。

注：意图表达计算数据源是搜索行为。



媒体活跃分析

分析您选择的流失人群在所选时间范围内，
在百度各媒体的活跃比例，

一共支持百度搜索、百度信息流、百度知道、
百度地图、百度百科、好看视频、百度贴吧、百
度经验、百度文库、宝宝知道、百度网盘共11
个媒体的活跃分析。

分析您选择的流失人群在流失后，流失的人群是
否还有行业意图表达，若部分人群无任何行业意
图表达，则该部分人群计为行业跳出。

注：意图表达计算数据源是搜索行为。



一键创建流失人群

• 支持快速创建流失人群，3类流失人群支持多选，多
选后人群条件将会合并生成一个人群包.

• 人群创建支持一键扩展（若人数小于3000，则无法进
行扩展）

• 人群创建完毕可在人群集市列表【自定义人群>品牌
资产人群】查看和使用

• 支持自由创建流失人群的分意图人群、分媒体人群，
选择某层流失人群，可多选意图维度，或多选活跃渠
道，多选后人群条件将会合并生成一个人群包。

• 人群创建完毕可在人群集市列表【自定义人群>品牌
资产人群】查看和使用



品牌资产人群

品牌资产生成的所有人群，将会同步到人群集市下的
【自定义人群>品牌资产人群】列表中，人群可以进
行人群画像查看/分发投放/交叉合并等通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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