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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广告中的素材

时至今日，为了成功实现APP的全球推广，
应用营销行业早已迈入多维度参考时代。您
必须考量您的媒介、策略、预测、以及合作
伙伴...但毫无疑问，素材是承载所有要素的关
键载体。本白皮书，我们将与您分享在运行
了无数效果至上的用户获取以及再营销广告
后所得出的制胜素材洞察及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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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获取相关素材
策略

在争夺用户心智的战场上，这些策略将有
助您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的语言将信息
传递至目标用户心中。



3Aarki | 素材 洞察&最佳实践

开启个性化广告，使用当地语
言，确保入乡随俗。

在 Aarki，我们拥有专业的翻译团队可
以将广告文案翻译成26种本地语言，
其中包括了：英语、韩语、日语、繁体
中文、西班牙语、德语等等。然而，做
好了翻译只不过是个开始。不同文化有
其各自的取向及偏好。咋北美为用户
交口称赞的风格在亚洲或欧洲的受众眼
中可能就缺乏吸引力。地道的广告本地
化所考虑的不仅是语言，同时还有其
文化偏好。我们已经用数据验证了本地
化的效用。通过对一个广告进行本地化
及非本地化素材的A/B测试，我们发现
本地化素材的ROI较非本地化素材高出
3倍，同时CTR也较非本地化素材高出
20%。

本地化：入乡随俗

使用目标市场的当地语言便于您的受众
理解、记忆您的信息。如您恰巧正在测
试不同素材及广告样式的组合，那您或
许正行驶在出海的伟大航路上！如果您
还未开始在本地化上进行尝试，那么您
的产品潜能可能还未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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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素材
随着季节变化，用户的行为及购买力也会随之改

变，有时这种改变是想当显著的。了解如何利用

季节性趋势，及不同的节假日氛围为广告素材增

添新意，在吸引用户方面卓有成效。在您根据目

的地市场节假日制作推广日历时，不妨参考如下

贴士：

#1 变换背景，使用适宜的颜色

改变素材背景或边框的颜色以适配不同的季节。

春天使用花卉纹路的边框，秋天是黄或红色的

枫叶，椰子树令人联想到夏日，冬日则自然是雪

花。当挑选颜色和纹路需要谨慎。春季以黄、绿

为主，夏季是黄、蓝等顺应用户观感的色彩。

#2 令角色保持相关性

使用人物角色或APP中其它具有识别性的图案

有助于吸引并获取新用户，这对用户召回也同样

适用。让角色穿上季节性造型来吸引用户注意力

吧！

#3 观感一致

一些繁忙的季节性活动往往会占据您目标用户的

大部分注意力，并有可能令他们摆脱对您APP的

依赖间接导致流失。为了令您的用户始终保持参

与度，让当下的节庆来装扮您的广告吧！复活节

可以使用可爱的兔子和彩蛋；万圣节自然是幽灵

和南瓜。当年关在即，换上舒适的雪景来迎接圣

诞和新年吧！别忘了，随后的情人节应当添加大

量红、粉色调的元素。包含当下季节性元素的广

告在节庆时分总能最好地保障转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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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召回素材策略

打磨产品是保障长线运营的根基，但用户
流失总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重新点燃用户
的兴趣之火，使他们再度活跃，您需要一
个久经锤炼的再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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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素材对应不同分组 机会点：
素材组

收集用户数据是保证素材顺利驶向再营销之路的

指明灯。这些数据将构成坚实的决策基础，有助

您设计出量身打造的定制素材。受众数据可以是

用户的花费程度、上次访问APP的间隔天数、最

常访问的功能、游戏内所达到的最高等级等等。

一旦您获得了这些数据，您便可以进行受众分

组。在Aarki，我们基于不同用户行为（如花费或

流失天数等）创建不同定向组，

随后，我们分别测试不同的素材触达方案，以了

解每个定向组作用最佳的方案。一旦我们了解了

素材组的真实效果，我们将为根据表现最好的素

材主题为各定向组开发素材组。

通过规划素材组，可以支持更细颗粒度的以用户

为中心的再营销方案。相较于千篇一律地重复展

现相同的广告，素材组可以通过多重变体实现针

对特定分组的超个性化，从而最大化用户黏性。

那么，如何对应素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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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游戏

旅游类APP的用户可根据不同的花费程度来制定素材策略。比如：

非花费用户

提醒用户APP的核心

功能

低花费用户

推广他们未使用过的功

能

高花费用户

提供忠诚激励或针对

VIP的特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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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户

展示他们尚未探索的

游戏内容

未达到特定等级的用户

当用户可能对游戏感到疲倦；

通过他们的历史最高分来挑战

他们，或者给出攻略难关的

窍门

免费生命耗尽无法继
续游戏

提供免费获得能量、加速

道具、生命点数等提高游

戏体验的道具

游戏

对于游戏APP来说，定向组可以基于用户信息，比如用户没有返回APP的天数、所达到的等级、花

费情况、通过这类信息，您可以定义如下个性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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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层级属性

投递超个性化信息将有助于您取得用户的注意并促使他们回到APP。通过APP内的用户属性（花费

情况、游戏等级、账户余额等等）在广告展示时间向个体投放定制信息，实现个性化展示的动态优

化。利用整合AI赋能的媒体优化手段，在保障个性化的同时朝着快速规模化的方向实现优化。

让数据驱动的决策来决定素材走向吧！以下例子仅供参考：

“Are you stuck at level x?”

 

“Why don’t you use your x coins 

to buy x boosters to get rid of x 

blockers?”

分类
等级/世界

新商品或

促销
对应的加速道具

购物车内商品游戏内代

币余额

“Forgetting something?”

(展示用户购物车商品)

“Use your credits to score 

discounts!”

Tips & Tricks

 ● 使素材简单易懂，不加过多的注释，让用户有时间去消化文本

 ● 提醒用户他们所卡在的等级/地方。

 ● 在素材中融入这一节点后的元素，如图标/等级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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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动素材优化

当广告素材准备万全后，接下来便是测试阶段。Aarki的素材测试流程如下： 

1. 从数个不同的概念开始，通常由验证过的最佳实践进行短期测试； 

2. 一旦确定表现最佳的“冠军”素材，以此样式为基础添加不同元素的素材变体； 

3. 在测试比对两组结果后，为效果更佳的素材提高媒介并增加预算分配，以在触达受众的同时保证

尽可能高的互动率。

想挑战“Aarki多变体测试”吗？

将您最满意的素材变体提交给我们。我们

将通过Aarki Encore进行素材变体优化来

帮助您提升广告表现。体验多变体优化为

您的广告效果带来的改变！

素材测试过程并不止于此。通过多变量优化，我

们测试多种素材组合的变体以决出效果最佳的组

合。多变量测试帮助我们获得有价值的洞察了解

每个元素所提供的影响。机器学习算法选择若干

元素中的最佳排列组合。随着不新的挑战组被不

断引入，冠军素材的迭代过程也不断继续，这令

素材时常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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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素材样式至关重要

“一招鲜”的通用广告早已不再适用。为了获取用户注意力，根据您产品的推广策略选择合适的广

告样式至关重要。

移动广告必须保持相关性并提供增强的用户体验。素材的重点在于引起注意并诱发行动。CTA按钮

应该清晰简单，比如：下载APP、注册新账户、购买等等。

选择合适的广告是能促进更多转化。Aarki能在多个广告样式中运用不同元素生成富媒体素材：

Display Video 原生 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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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我们的最佳贴士！

用户获取广告：

 ●突出产品

 ●利用品牌效应

 ●展示潮流趋势

 ●突出人气角色

 ●使用加速道具

 ●游戏玩法/功能

再激活广告：

 ●使用悲伤角色

 ●提醒用户此前的最爱

 ●推广APP更新

 ●提供日常游戏激励

 ●展示特别活动

 ●发起挑战

#6 更多素材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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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动画效果

 ●闪烁的动画效果对于社交博弈、中度、及硬核

有助于制造兴奋的用户体验。

 ●更年轻的群体倾向对闪烁的效果及快速的动画

作出回应。

简洁的动画
 

 ●为电商、餐饮、旅行等非游戏类APP使用相对

简单的广告

 ●简单的广告允许用户专注于视觉，并更容易阅

读理解APP所提供的功能。

 ●更年长的群体偏好慢节奏的动作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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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何利用Aarki进行素
材优化

Aarki的愿景是为用户与他们所爱的应用创造链接，帮助广告主及发行商提供营销强劲的表现，进而

打造效果最佳的移动应用推广生态。

创意是移动广告服务的核心，我们继续创新，提供引人注目的创意素材，以达到卓越的效果。

深谙素材门道的同时，我们专有的创意素材套件Aarki Studio赋能超个性化广告制作，使我们在展

示素材的同时能针对单个受众进行素材信息的动态优化。

有兴趣了？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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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ki 是 100% 的 RTB 实时竞价 需求方平台 DSP。我们致力于运用机器学习、数据、
及大规模客户覆盖帮助中国出海企业在移动端取得增长，并为他们与用户再次连接。Aarki 
已成功运行了无数个使用插页、视频、横幅及原生广告等多种广告样式的再营销广告。

利用丰富的受众及用户互动数据库，Aarki 的数据科学家创建了强大的机器学习算法来找到
有相似行为且同时最有可能互动并为 APP 带来花费的用户。这赋能 Aarki 持续不断地提
供强劲的应用营销表现，无论应用营销人员地目标为何。

#8 About Aar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