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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F

TV 10.7% 6.2% 3.5% -2.0% -4.5% -4.9% -5.2%

Radio 11.1% 10.7% 3.4% 3.0% 4.0% -7.8% -8.3%

Newspaper 4.2% -6.7% -5.0% -19.4% -38.0% -50.6% -53.9%

Magazine 17.7% 7.9% 0.0% 14.9% -18.3% -36.4% -38.8%

Outdoor 10.1% 17.5% 6.6% 5.6% 3.6% 2.2% 2.7%

2016年中国广告市场各媒体份额 各传统媒体历年广告收入增长率

数据来源：群邑《 2017今年，明年：中国媒体行业预测》

户外媒体仍然是中国广告市场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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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增长迅猛

移动广告业权威咨询公司Berg Insight的报告数据

显示，基于地理位置的全球实时移动广告市场将

以每年54%的复合增长率快速成长，在2018年达

到的107亿欧元规模。约为移动广告总花费的

38.6%。

全球基于地理位置的实时移动广告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Berg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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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位置的广告将是广告市场一个重要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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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户外媒体的用户关注与广告主预算，正面临流失的问题

关注流失

关注流失

关注流失

基于线下场景的移动互联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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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达

Reach

转化

Action数字媒体：
• 用户触达与直接效果转化数据可监测

• 品牌广告的间接助攻作用并不总能评估

电视媒体：
• 用户触达数据可基于收视率数据推估

户外媒体：
• 长期以来无法精确衡量效果

广告主已习惯于数据驱动地制定营销策略

但长期以来户外媒体一直缺乏有效的效果评估方法

亟待数字化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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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如何破局？

1. 户外媒体本身实现数字化

2. 找到数字化测量户外媒体的方法

（未来或可实现）

（当下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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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有没有看到我的户外广告？

• 谁看了我的广告？

• 看了广告后，他/她到底有没有买我的商品？

• 怎样的户外投放组合能够效用最大？

• 户外应该如何和其他媒体组合？

……

“数字化测量”需要回答的问题：



9

移动互联网时代，设备即人

People–based analytics

使户外广告的量化评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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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告数据 电商数据

社交营销数据位置大数据

汽车消费者
数据

在线调研
样本库

云思与领先的位置大数据合作伙伴强强联手，实现对户外广告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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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用户的位置数据判断：是否“可能看见”（OTS）户外广告

根据用户是否走入该楼宇判定根据用户位置与广告牌距离判定

室外 室内

户外广告位可记录为一个POI（point of interest）,如在广告投放时段内，用户位置进入/停留在该POI的定义范围内，则该
用户可能看见该广告。目前基于GPS定位已可实现<15米误差的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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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
行为

线下
轨迹

线上
广告
触达

线下
广告
触达

线上
购买

线下
到店

People-based
基于同样的人

✔✔ ✔

位置大数据在营销领域的应用，“线上”与“线下”的打通得以实现

人口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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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Frequency

O-GRP

案例：利用位置数据实现对户外广告Reach & Frequency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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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触达受众的用户特征

年龄 性别 收入 一级标签 备注

性别分布 男／女

年龄分布 0-18、19-24、25-34、35-44、45-54、>=55

婚姻状况分布 最好为是否有伴侣（有／无）

子女信息分布 有无子女

职业类型分布
家庭主妇、公司职员、科研人员、服务人
员
学生、公务员、教职工、医护人员

学历分布 本科、专科、博士、硕士

是否有车 是／否

是否有房 是／否

资产等级分布 中产、工薪一族、富人、富豪

出行方式分布 驾车/公交/打车/地铁/单车

用户居住地分布 Top20列表

消费场所类型偏好 双安红莲花卉分市场,双安商场…

线上购物类型偏好 女装/女士精品，家庭/个人清洁工具…

关注品牌偏好 H&M、 ZARA

常去的线下品牌 H&M、 ZARA

小区类型 别墅、公寓、普通住宅

用户公司来源地分布 TOP20列表

财富阶层

有房

有车

居住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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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地铁站广告触达受众的居住地分布

投放站点：大剧院站、会展中心站、深大站、老街站

投放周期：42天

投放地铁站点 地铁广告触达人群居住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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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测试：

误差率

客流月度频次

日均客流人次指标与地铁
公司官方数据相比

一个月内用户经过该站平均次数

我们对北京某2号线换乘站，基于位置大数据做了为期一个月的人流量统计……

5% 15% 25%

2.6次 5.5次 10次

✔

✔

客流日接触频次

一天内用户经过该站平均次数

1.2次 1.6次 2.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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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63%

2次:17%

3次:6%
4次:3%

>10次:4.4%

• 启发1：如果要触达该站的“经常旅客”（在附近工作或常换乘者）需要，

需要考虑覆盖量是否足够，可通过其他接触点增加接触面；

• 启发2：如果要触达该站的“非经常旅客”，需要找到他们的其他接触点

增加触达频次。

注：该站月度乘客为200万+

该地铁站乘客月度“经过”频次

户外媒体可量化衡量后带来的新知：原来通勤族并非地铁站广告触达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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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RP

Reach%
Reach 1+

Reach 2+

Reach 3+

O-GRP Reach

D1-D7 XXX XXX

D15-D21 XXX XXX

D64-D80 XXX XXX

D106-D112 XXX XXX

……

O-GRP Reach

W1-W4 XXX XXX

W9-W12 XXX XXX

W17-W20 XXX XXX

W33-W36 XXX XXX

……

O-GRP Reach

D1-D14 XXX XXX

D15-D21 XXX XXX

D64-D80 XXX XXX

D106-D112 XXX XXX

……

模拟投放周期为7天的情况（20次）

模拟投放周期为14天的情况（20次）

模拟投放周期为28天的情况（10次）

基于位置大数据，计算出某户外媒体资源过去一年的用户触达数据，然后基于多次模拟结果生成R&F曲线。

户外媒体Planning阶段的应用：模拟Reach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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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量化地测量，使户外媒体的投放决策亦可像其他媒体一样实现“数字化”

触达了多少人？
触达了多少次？

谁被触达了？

How?
(Reach & frequency)

Who?
(TA profile & value)

将广告效果量化测量，帮助广
告主更有效地分配媒介预算、
制定媒介计划

揭示户外媒体的真正营销价值，
为媒体主在广告定价及售卖方
式制定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

量化的依据
广告主

媒体主

量化的测量 量化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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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户外：云思广效通实现从线上到线下的全面广告效果评估

10亿+用户ID数据库，与各方打通

云思Data Hub

Phone No., IMEI, IDFA,

QQ, Email, IP…

媒体平台

第三方广告监测

大数据合作方

垂直
门户

战略合作，对接京东全部售卖商

品搜索、浏览、购买及用户标签

与汽车等垂直门户合作，了解

垂直行业用户更为精细的行为

云思Panel DSP

（提供态度数据）

对接国内外多家Panel在线样本库

>1100万活跃在线调研样本

>240万可重定向访问样本

（提供行为数据）（提供广告触达数据）

（提供数字广告触达数据）

位置大数据

（提供户外广告触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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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达

Reach

品牌

Branding

投入
Engagement

购买

Purchase

曝光

点击

可见

认知

美誉

品牌信息

搜索

浏览商品

到店

下单

购买

RoB

Branding

RoE

Engagement

RoS

Sales

People-based
基于同样的人

不只是Reach： 云思广效通从曝光到购买全面衡量广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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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进口豪华车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较晚，其广告投放非常重视品牌认知与态度的提升。

该品牌在投放后，通过云思Panel DSP对广告曝光及点击人群进行重定向问卷调研，了解广告对受众的态度影响。

ROB案例：豪华SUV通过广告显著提升品牌认知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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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案例：户外广告对受众APP使用行为影响

品类：APP客户

广告类型：地铁广告

该投放持续了5周，同时有分众的楼宇投放，结束时间相
同。在整个户外投放期间，用户打开率保持高位。投放结
束后三周恢复到正常水平。

户外广告对行为影响（APP打开率） –

此次Campaign整体增量：+32%

该媒体增量：+5%

该媒体贡献增量占比：15%

*真实项目，虚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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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投放后，在媒体C看过广告的用户在第三周下单的量

高于为未过广告的用户4.5倍

ROS案例：不同媒体的视频前贴片对销售提升的效果比较

基于广告对消费者在线购买行为的提升结果，结合产品价格、投放预算等数

据，可精确推估每个媒体的实际ROI。

某母婴客户在三大主流视频媒体上投放指定电视剧的前贴片广告。事后通过云思广效通对每个媒体上的曝光人群其线上购买行为提升

情况做分析。结果发现媒体B的回报异常。在与广告主、第三方监测、媒体方多方查找原因后，发现该媒体未按要求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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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态度 产品购买
广告曝光ID

云思数据HUB

营销效果评估
（投放后）

本次投放回报ROI

确定TA 诊断创意 优化投放

营销策略优化
（投放前）

提升未来投放回报

数字 户外

云思基于广告主在投放前后的业务需要，给予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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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