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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信息流广告-打造全场景原生营销 

360信息流广告 

打通360全线优质品牌矩阵 

通过360行为链的数据精准定向和重定向 

高效，千人千面的创意展示样式 

全场景原生营销 

全面打通用户碎片化时间，多闲暇

场景形成最优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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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移动信息流 
每日广告曝
光超过 

50亿 

整合跨屏优质资源，覆盖广泛目标用户 

PC信息流 

每日广告曝光超过45亿 

优势一：海量流量-全产品矩阵展现 

PC+移动跨屏信息流95亿日均流量 



信息流 –不只是导航和浏览器 

日均45亿+ 
海 量 流 量 强 势 覆 盖 



• 覆盖用户7.99亿 

• 安全防护领域市场

份额第一 

• 装机量高达2.5亿 

• 长时间高频次观看 

• 8亿用户，日均分发1.8亿

次，中国NO.1的安卓应用

资源分发平台 

手机浏览器 

手机卫士 

• 日均PV：4.7亿 

手机助手 

影视大全 日均50亿 

海 量 流 量 强 势 覆 盖 

儿童卫士 

暴风影音 
ADX 今日头条ADX 

陌陌 
ADX 

小米 
ADX 

网易新闻 
ADX 

信息流 –不只是手助和手卫 



优势二：数据采集生态链，定向精准 

深度理解用户需求   贯穿用户行为周期 

PC：在线行为 

手机：移动行为 智能硬件：现实行为 

移动 
安全 

移动 
应用 

移动 
社交 

行车
安全 

居家
安全 

儿童
安全 

上网
安全 

用网
习惯 

即时
需求 

… 

… 



PC&移动端丰富的人群标签 

基本属性 

行业兴趣 

购物兴趣 

品牌偏好 

人生阶段 

移动兴趣 

移动应用兴趣： 
新闻阅读，金融理财，购物优惠，教育学习 
出行导航等 

生活达人： 
动漫宅，背包客，音乐发烧友，网购狂 
电影迷，时尚达人等 

24个类别 

覆盖500+品类 

覆盖网民人群达5亿 

20个类别 

覆盖2000+品类 

覆盖网民人群达2亿 



人群扩展-Lookalike拓展潜在用户 

种子用户 扩大目标用户 

基于种子人群特征，全网寻找具有相似特性的潜在目标受众，扩大精准营销覆盖范围 

分析种子人群行为特征--精准描绘用户画像--智能算法进行深度挖据 



人群召回-丰富的访客重定向模式 

广告点击重定向 
点击过广告主指定广告的人群 

搜索重定向 
搜索过广告主指定关键词的人群 

APP自有访客重定向 
基于APP输出的下载未激活人群，激
活未安装人群，已激活人群 

个性化重定向 
广告主指定页面的人群 

个性化重定向 
广告主指定页面的人群    

访客重定向 
访问过广告主制定的页面人群 

搜索重定向 
在360手机助手上产生搜索行为人群 



PC，移动 

个性化展现 

 
根据用户浏览内容
展示不同广告 

自动化生成 

 
图片&文案创意自动

生成 

无缝化链接 

 
Deeplink实现用
户体验无缝化 

本地化创意 

 
定位省市/商圈 展
示本地化素材 

移动 PC 

优势三：高效-前沿的技术&工具 
提升投放效率和转化效果 

PC，移动 



个性化展现，千人千面创意自动匹配（PC，移动） 

用户A 

广告创意千人千面 

曾搜索过A产品 

将B产品加入购物车 

一段时间内浏览过C
产品相关网页 

用户B 

用户C 

A产品广告 

B产品广告 

C产品广告 



自动化生成-素材+文案自动生成（PC） 

公共素材库 文案自动生成工具 

• 输入关键词，自动更新创意标题，提升CTR30% 

• 通过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节日、天气、时间、兴趣特征标签，结合当前最热门的资讯标题自动生成个性化

的广告内容 



无缝链接-基于用户关注内容深度链接（ 移动） 

Deeplink 演示-苏宁 

Deeplink深度链接 

无缝的浏览-支付体验 



本地化创意-精准到商圈的LBS定向（PC，移动） 

创意多元素通配符 

商圈信息 

省市信息 

• 根据用户的实时位置替换附近商圈信息 

• 2000个商圈自动标注，CTR提升40% 

• 多维度通配符：品类、天气、星期、时段、

倒计时（天）、倒计时（小时） 



展示位置 



PC信息流广告样式 

PC端    移动端 

与新闻浏览样式打通 
图片支持GIF格式更吸引关注 

更丰富的展现维度 更具冲击力的表达方式 

图文样式/动图样式 大图样式 视频样式 多图样式 

更丰富的展现维度 

参考CTR 
0.8%-2% 

参考CTR 
1%-2.5% 

参考CTR 
1.2%-2.2% 

参考CTR 
1.7%-2.6% 



导航信息流 

日均PV6.77亿，导航网站NO.1，中国浏览量最高的页面 
位置说明：360导航 - 今日热点(中部信息流 / 底部信息流) 



浏览器信息流 

3.98亿月活跃用户，网民渗透率73%，浏览器NO.2，仅次IE 

位置说明：360安全浏览器 - 新标签页 l 360安全浏览器 - Mini弹窗信息流 

为世界杯打CALL你还缺一件看球利器 

广告  百威啤酒 

百威啤酒世界杯限量定制款，为你喜欢的球队疯狂打CALL 

特价直飞，巴塞罗那现场去看球 

广告 



快视频信息流 

360旗下聚合类短视频分发平台, 
日活600万,大数据算法精准推荐 位置说明：快视频 - 视频列表页/视频详情页广告 

主页URL：http://k.360kan.com/ 

http://k.360kan.com/


PC信息流-视频样式主要展示位置说明  

PC信息流-视频创意素材要求 
封面要求： 
尺寸640x360；JPG/PNG/GIF；
JPG/PNG大小100K以内，GIF大
小2M以内 
 
视频要求 
支持mp4、FLV文件格式，宽高
比16:9，推荐尺寸1280x720，
大小10M以内 
 
其他要求： 
标题（10-20字）、描述（30-
60字）、落地页、推广网站名称
（6字以内） 
 
售卖方式：CPM 



360娱乐隶属于360导航旗下的娱乐休

闲频道，为用户提供娱乐八卦,电影资

讯,电视资讯,综艺时尚等娱乐资讯。 

 

主页URL： http://yule.360.cn/ 

位置说明：360娱乐首页 

360娱乐信息流 

http://yule.360.cn/


今日爆点信息流 

热门资讯实时到达，智能分析用户兴趣爱好，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内容。 

主页url：http://sh.qihoo.com/pc 

http://sh.qihoo.com/pc


移动信息流广告样式 

PC端    移动端 

多图 大图 单图 视频 

参考CTR 
0.6%-1.8% 

参考CTR 
1.0%-2.2% 

参考CTR 
1.2%-2.0% 

参考CTR 
1.2%~2.5%  



360手机浏览器信息流 

360浏览器 安卓版 360浏览器 IOS版 



360手机卫士信息流 

卫士清理完成页 卫士优化完成页 卫士新闻列表页 

5.14亿活跃用户,渗透率96.6%，打通用户闲暇时间，转化更优 

位置说明：卫士清理、体验、卫士完成页、充电屏保 

充电屏保信息流 

NEW 



360移动矩阵尊贵独享信息流 

360清理大师 
列表页 

360随身Wifi 
列表页 

360影视大全 
播放页   360影视大全 

列表页 



外部优质资源对社交、内容形成强势补充  



案例分享 



PC信息流优化策略 

账户结构 

根据项目及账户搭建账户，实行精

细化地域管理，提升账户稳定性。 

人群定向 

全人群覆盖网罗新用户，对老用户

实行再营销，获取用户精准流量； 

着陆页营销 

重视着陆页营销，增强页面与访客互动，

减少点击到转化的用户流失。 

创意物料 

增强人群与素材的相关性，多套物料吸

引用户关注，有效提升点击率； 



PC信息流优化策略 

1、基础定向（地域、年龄） 

2、媒体选择：信息流 

1、访客找回： 

1）访问过网站的人群找回；2）点击过广告的人群找回； 

2、DMP人群包定向：关键词定向 

1、拓展人群： 

1）分析种子人群行为特征—精准描绘用户画像—智能算法

进行深度挖据。 

 老用户 

寻求身份共鸣感，针对不同用户制定个

性化营销策略。 

 拓展用户 

基于种子人群特征，寻找具有相似特性

的潜在目标受众，扩大精准营销范围。 

 新用户 

多套创意测试，吸引用户关注，引导

后续行为轨迹。 

全人群覆盖网罗新用户，老用户再营销获取精准流量 



PC信息流优化策略 

人群+创意：寻求身份共鸣感，不同用户的个性化营销策略 

 专科人群 

学历需求，阐明专科毕业生只需毕业五

年即可申请，引发关注。 

 上班人士 

阐明本科学习不局限于面授，提供直播

课程，免去上班族时间的约束。 

 北漂一族 

直击老百姓面临的孩子上学难题，可引

发北漂一族的共鸣，实现课程的转化。 



移动信息流优化策略 

资源 

 积极尝试新资源，并关注各资

源位置的成本及边际成本，构建

最优化模型，实现全局最优。 

账户搭建 

 进行A/B 测试，分资源、人群、创

意建立推广单元，以监测不同方案

的投放效果。 

人群 

 配合多种人群定向方式，为流

量找到最合适的人。 

创意 

构图简洁大方、表意清晰、原

生性强。 



移动信息流优化策略 

配合多种人群定向方式，为流量找到最合适的人 

50% 35% 8% 2% 5% 

通投 高级定制人群 搜索重定向 特征人群 潜在受众 

针对每一个资源位置均进行上述5种人群包的投放测试，寻找每一个资源位所对应的最优人群，以分配预算。 

不同人群差异出价，以实现降低成本+人群覆盖的双重目标。 



感谢观看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若有产品疑问请联系您的销售/营销顾问 

若需获取360商业产品最新动态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360营销学苑 

或登录yingxiao.360.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