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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arki | 再营销入门 & 进阶 1

用户下载即卸载，是全球应用开发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2020 年全球应用下载总量达到了 1429 亿次，较 2019 的 1151 亿次，增幅为 

24%。全球应用市场的竞争的日趋白热化，许多应用难以长期维持用户黏性。

开发者们迫切需要找到重新激活流失用户的方法。

而这正是 Aarki 致力于为您解决的难题。

https://www.businessofapps.com/data/app-statistics/


再营销是什么？

2

再营销是一种旨在调动活跃用户参与度及定向流失用户的营销策略，

不论他们是否以及卸载了您的应用。

通过衡量留存、购买等用户黏性指标判别用户是否存在流失风险，进而

使用再营销广告作为一种防用户流失的运营手段。

通过向特定用户群组展现定制化信息，激发用户特定行为，如注册、购

买、升级、又或者用户推广产品新功能，再营销广告适用于诸多营销场

景。这都将有助于提高您的用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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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营销如何起作用？

再营销策略其实并不复杂

1

2

3

45

广告主与再营销

伙伴(Aarki)分享

用户信息

再营销伙伴利用信息

在竞价流中找到用户

一旦找到受众，再营

销伙伴将根据预测互

动概率进行竞价

被定向的用户将会看到根据

他们的既往参与情况及/或
行为相关的个性化广告

用户响应

6 用户与应用重新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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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营销为何重要？

让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些数据

为应用来带如下好处

35%

黏性提高 留存增加 更多高 LTV 用户

53%

4

的卸载发生

在安装后的30天内

的应用营销转化（再营销&非自然安装）

来自再营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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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psflyer.com/resources/reports/app-uninstall-benchmarks/


再营销策略支柱

不论应用为何种类型，一个成功的再营销广告，都离不开这五大关键支柱：

受众、匹配率、创意素材、机器学习模型，以及增量提升测试。

受众 匹配率 创意素材

机器学习模型 增量提升测试

Aarki | Retargeting Basics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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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再营销广告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用户列表，但并

非所有列表都适用。您可以通过分析现有用户的行为

模式，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细分群组，随后在恰

当的时机使用定制的创意素材来吸引他们。这将显着

提高您的转化率。

当选择再营销受众，可以尝试从以下几点入手：

• 聚类 —— 再营销广告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您的用户分组逻辑。如果说市场细分的逻辑是依

据相似性对用户进行分组，那么聚类则是从受众

间通过相似性进行分组，从而达到市场细分的目

的。聚类识别潜在优化点及新的消息传递途径上

效果尤佳。这将有助于找出您的再营销活动没有

获得增量提升的原因，以及导致表现不佳的细分

分组。

• 不活跃窗口 —— 这将告诉我们用户停止使用 APP 的时间长短。选择适宜的失活窗口以获得

更有效的定向。窗口过长，用户可能已经忘记了曾经对您 APP 的喜爱。窗口过短，则有可能

在原本计划回归的用户身上浪费市场预算。

• 活跃用户 —— 绝大多数的广告主借助再营销来召回不活跃或卸载的用户。但其实针对活跃

用户的再营销触达，能有效地预防他们失活并最终降低流失用户量级。

匹配率是指 Aarki 覆盖目标用户的能力。Aarki 通过

我们的投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您的匹配率，并通过

我们的库存供应和我们丰富的创意样式扩大您的覆

盖范围。

随着 IDFA 在 iOS 设备的淡出，广告主们高度重视

匹配率这一影响 iOS 再营销广告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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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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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

匹配率

Aarki | 再营销入门 & 进阶 6



您的广告素材将直接影响再营销广告的效果，因此

尝试多样式的广告素材将有助于最大化提升您的匹

配率

对于静态再营销策略来说，您的受众细分决定了与

之对应的移动广告素材的独特性，以及相关的准备

事宜。为了避免受众产生广告疲劳，定期更新素材也

很重要。

您也可以同时启用动态重定向，这将根据用户特定的

历史互动数据及其行为，在广告展示时向受众提供定

制的个性化素材。通过使用用户层级的属性及受众数

据相结合，让您的广告信息更为容易被接收，显著提

高广告的个性化程度，使互动率最大化。

举例来说，当我们面对一个在节点为 Lv.20 时的

流失的用户，以该等级为主题的引导素材效果将

显著高于以 Lv.1 为主题或其他新手素材。

另一个例子是展示：用户最后达到的等级搭配一个

展现 悲伤情绪的角色，这能令用户感到自己被牵挂

并被需要，这都是能唤起用户情感的素材策略。

为了增进品牌和受众的连接，实施多种素材策略并评

估何种策略效果最佳。个性化、本地化、以及冠军素材

变体测试将共同助力您实现这一目标。

7

创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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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arki.com/blog/appeal-to-emotions
https://www.aarki.com/blog/benefiting-from-creative-personalization-user-level-attribute
https://www.aarki.com/blog/the-impact-of-localization-on-your-app-marketing-campaign
https://www.aarki.com/blog/champion-vs-challenger-multivariate-testing-0
https://www.aarki.com/blog/champion-vs-challenger-multivariate-testing-0


模型

Aarki 利用客户提供的用户应用内活动数据（用户流失前收集），搭建定制再营销模型，提供

用户转化及互动后行为预测。 竞价模型专为再营销活动训练，以获得最佳效果。以往的数

据表明，重新激活的用户与通过用户获取广告进来的新用户，其付费模式全然不同。这些高

度定制的模型都将对后续优化带来非凡的影响。

定制模型结合了基于每用户/每展示层级的竞价优化及创意素材选取，确保以最优出价和素

材组合参与每次竞拍。通过机器学习，广告主可以以自动化方式进行大规模的优化和定向，

无需明确编程，机器学习系统就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自动学习和优化。

当定向流失用户，常使用下列模型：

细分用户

该模型根据用户流失前行
为进行受众细分以分享预
测

群集分类

该模型利用 APP 内嵌的神
经网络自动编码器，并通过
聚类进行自动分类发现。

用户响应 及
应用内行为预测

该模型预测用户对特定广告的

反应以及留存、注册、购买等安

装后的实时应用内行为。 

这些预测用于计算最佳出价，

以期在达到客户 KPI 的同时最

大化覆盖量级。

Aarki | Retargeting Basics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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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提升测试

利用增量提升测试来确定再营销广告带来的提升效果。该测试将令您可以进一步评估您当前

的活动策略对您的投资回报率产生的影响。

在 Aarki，增量提升测试通过将受众划分成实验及对照两个群组，分别向对照组展示公益广告

，向实验组展示再营销定向广告。通过评估对比两组的结果来计算广告活动的提升。一个类

似的方法是不向对照组展示广告活动，从而进行效果评估。

为了避免测试误差，我们建议广告主每次仅进行单一渠道伙伴测试，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

竞争导致的数据分化。同时，动态地排除已被其它媒体渠道激活的活跃用户，是避免再营

销浪费的有效手段。

对照组

Aarki | Retargeting Basics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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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公益广告 展示再营销素材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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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广告效果的最大化，成功驱动增长，可以

参考以下指标

投资回报率（ROI）

• ROI 应该是您参考的关键指标

• 再营销广告将扩大您的用户基数并降低流失，这

都将改善您的 ROI

提升及增量

• 了解再营销 vs 自然回归 的效果差异

• 参考营收、每安装带来营收（RPI）、及投资回报比

来了解提升及增量

• 通过对比对照组或抑制组数据，衡量提升

及增量

点击率（CTR）

• 设计素材吸引用户回归应用

• 通过 CTR 衡量素材效力

再营销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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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ki 的解决方案

Aarki的再激活广告得益于以下构成：

机器学习算法（AI）
利用专有的机器学习算法，Aarki 分析了用户如何与广告互动、以及互动行为与应用内行

为的关联。这赋能 Aarki 以更高的 ROI 为导向，持续不断地优化广告。

专属 DMP
为了提升全球覆盖，我们已整合了全球各大主要的广告交易平台，在五大全球数据中心的支

持下，我们可以向客户供应高质量的全球广告流量，提供最精准的预测。

动态素材优化

在素材策略上， Aarki 采用了个性化及本地化来提升广告互动情况。我们利用历史用户应用

内行为等数据，动态状态创意素材元素以实现超个性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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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全球数据中心，提供 5 百万+ QPS 算力支持

• Aarki 再营销为我们的大客户日均召回用户 25K+

• 整合各大广告交易平台，支持所有广告样式

• 动态列表及实时抑制召回名单，提高花费效率及 

ROI

• 强大的流量覆盖能力

• 高找出率（在竞价流中找出列表用户的 %）

• 高接触率（看到再营销广告的用户的 %）

• 基于应用内事件精确的受众划分

• 利用用户属性，制作先进的超个性素材

• 覆盖 26 种语言的素材本地化 

• 购买、销售、ROI 优化方案

此刻，Aarki 正在运行无数个使用插页、视频、横幅

及原生广告等多种广告样式的再营销广告。凭借我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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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您的流失用户

，这一切都旨在提供强劲的应用营销表现。

为何选择 Aarki 为
再营销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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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激流勇进
Jam City 需要一位有着丰富增量评估经验的再营销伙伴，帮助他们甄
别有效的触达手段以为往后的广告奠定基础。此外，他们还要求渠道
伙伴具有全球规模的同事能以多种广告样式支持个性化素材。

解决方案
Jam City 提供了大量受众细分分组，以为竞价模型提供信息。

为了更直观地衡量效果，Aarki 为对照组制定了 PSA 策略，同时向实
验组展现有利于提高互动率的超个性化创意。 根据机器学习算法计
算得出 CPM 出价，目的旨在使唤活用户带来收益。

• 10 X ROAS 提升

• 25 X 全球唤活

• ROI 表现始终高于常规 

ROI 目标

我们相信是  Aarki 快速分析解构的能力将我们受众转化广告策略转化成了可行的方案
，这是达成卓越效果的关键所在。快速开发、快速优化针对每个定向组的定制素材，在  
Aarki 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卓越的广告表现。

于此同时，通过他们的定制竞价模型和受众细分，Aarki 将个性化再激活广告体验带给
了我们的 APP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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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收益及规模化的再激活

Sarah Yamanouchi
Associate Director, User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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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ar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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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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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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