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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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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移动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移动程序

呈几何指数增长。2020年5月，移动应

用的总数约为1100万，而这一数据在

2021年底达到了1374万。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要想获取用户仅

凭一个好的产品远远不够。

事实证明，制定合适的用户获取策略，

对吸引高LTV的用户、释放应用潜能是

行之有效的。

本白皮书旨在提供有关如何在用户获取

活动中成功利用程序化媒体的洞察。

https://apptopia.com/store-insights/store-comparison
https://apptopia.com/store-insights/store-comparison


程序化用户获取

降低平均
获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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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媒体获客优势

以低用户流失率
扩大用户基数

提高移动游戏用户
的生命周期价值

程序化广告是移动广告资源交易的方式之一。区别于传统广告，传统广告在媒

体和广告主之间以人工交易，而程序化广告则允许流量通过实时交易按曝光

次数出售。

当用户在APP中使用或消费内容时，移动程序化库存使我们可以帮助广告主动

态定位高生命周期价值（Life-time Value）人群，如果您尚未启用移动程序化

购买，您很可能正在错失大量潜在的高LTV人群。

Aarki |移动程序化用户获取指南



用户获取机器学习模型

精密的机器学习模型在用户获取广告中起着关键作用。Aarki开发了多种机器学习模型

来有效地学习用户行为，从而以最佳成本和回报实现规模扩展。其中我们的三个基本

模型分别是安装优化模型、乘法模型、及点互信息模型。

安装优化模型

安装优化是UA广告设置的步骤之一。该模型着重于以合理的CPI（每次安装成本）带

来安装量级。安装优化模型通过追踪安装数据以了解他们如何转化为预期的安装后事

件，这些事件被用于衡量广告系列的效果。模型的目标是使用广义线性机器学习算法

结合从竞价、地理及用户安装前后事件得出的特征来预测安装概率。此外，安装优化

模型会把用户数据，交易平台历史广告回应表现以及应用内行为结合在一起。

竞拍流 用户画像

安装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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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概率

安装概率 利用App数据
确定购买概率

非归因事件数据

乘法模型
乘法模型令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基于非

归因数据（如自然安装及其它付费媒

体数据）训练的模型所产生的预测。

广告主的非归因事件数据用来搭建安

装后转化漏斗模型，Aarki的归因数据

则用来搭建曝光-安装漏斗建模，这些

预测将在竞价时被相乘，从而预测用

户应用内支出及广告收入。

点互信息（PMI）模型
点互信息模型使我们能够在对非归

因事件数据进行预训练的同时，有

效地对Aarki特定的用户转化漏斗

进行建模。广告主的非归因事件数

据用于计算用户画像特征和应用内

购买事件之间的成对相关性。然后

使用这些相关性来“预热”直接优化

模型中的特征，该模型预测曝光时

的购买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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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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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依赖机器学习技术无法取得显著成果。另一推动广告

参与度的重要因素是广告素材的质量。以下是我们所投

放的众多UA广告中最为有效的素材策略

本地化

要想打入全球市场首先要让受众了解您的产品。而本地

化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使用与目标市场相同的语言，

有助加速受众理解广告内容，引起共鸣。

Aarki专业的翻译团队可以将广告文案翻译成26种语言
变体，适用于美、日、韩、德等多个国家。

仅靠单纯翻译是不够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审美倾向。

例如吸引北美观众的广告素材可能无法引起亚洲或欧洲

用户的共鸣。真正的广告本地化需要同时考虑语言及受

众偏好。

当我们准备好本地化广告素材变体后，便会向目标区域

受众群体动态投放适应的广告。

数据表明，素材本地化对广告投放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进行了A/B测试，对比了本地化及非本地化素材的

广告系列，本地化广告的投资回报率（ROI）是非本地

化的3倍，同时本地化广告的点击率（CTR）较非本地

化广告高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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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性素材

在确定了目标区域的语言之后，您需要让您的受众

在素材中感到相关性。最好的方法是将真实事件纳

入广告中。例如，樱花季、斋月、福克斯节或其它

与当地受众息息相关的节日。

1. 用自身APP风格拥抱节庆
要达到令人满意的广告效果，关键是在更新广告素

材的同时保留品牌视觉。运用粉、红等情人节主体

色就是将事件和产品特色结合的绝佳范例。再比如

印度的侯丽节，斑斓的色彩传递着节庆的信息。

2. 让素材洋溢节庆氛围
让素材传递欢乐的节庆氛围，使广告变得生动有趣。

比如，在感恩节期间，您可以使用火鸡作为主角、

或其他当季的节日食物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 讲一个故事
使用真实的事件做宣传是提高目标受众互动率的好

方法，因为这种联系建立在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事

件之上。在素材中运用事件，将有效地提高用户打

开APP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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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素材

灵活运用季节性趋势是另一个可以帮助您扩大应用

影响力的素材策略。根据季节变化量身定制营销活

动，有助于用户更好地注意到相关性。

以下是一些成功的创意实践：

1. 更改背景，使用合适的色调
调整广告素材的背景和边框以适配季节。春季可以

使用带花卉样式的边框、夏季的椰树、秋季的红叶、

冬季的雪花等。同时还应仔细选择主色调。春季使

用明亮的绿、黄，夏季使用黄、蓝，颜色的正确使

用可以让广告素材与用户体验保持一致。

2. 使角色具有关联性
使用APP中的热门角色或具有识别性的APP功能也

是吸引新用户及召回流失用户的关键。利用季节性

服饰装扮角色，也能很好地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更多创意贴士
• 展示APP的UI界面

•展示APP的详细操作方法

•推广APP的特定功能

•使用可爱的角色或吉祥物



Aarki的用户获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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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通用平台数据训练
模型

• 基于CPI目标的动态
CPM预测

• 广告将处于探索阶段
直至累计50个安装及
75,000次曝光

Aarki可以帮助广告主扩大APP的LTV用户群。

我们的广告启动分为三个阶段：探索阶段——该阶段收集大量安装和曝光，然后将其推进算

法。此阶段对于您的广告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帮助我们的模型更好地了解您APP用户

的行为和偏好，并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接下来是安装优化阶段，在此阶段，我们强大的机器学习算法模型会预测用户安装APP的概率，

并同时以稳定 CPI（每次安装成本）为目标进行优化。

最后一个阶段是事件优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根据此前收集的数据开发自定义模型，以针对您

的广告系列的 KPI 进行交付，例如 ROI（投资回报率）。

通过Aarki强大的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定位到高质量的用户，广告主也可以确保广告预算花费效

果最大化。算法模型利用归因数据（即通过Aarki广告获得的用户）和非归因数据（自然用户

及通过其他媒体来源获得的用户）。

非归因事件结合归因数据将有助于算法识别诸如用户行为等重要特征，这将极大加强算法的

预测准确度以获取高度参与的用户。

• 以客户唯一APP ID训
练安装优化模型

• 基于CPI目标的动态
CPM预测

• 广告将处于安装优化
阶 段 直 至 累 计 2000
个安装

• 以客户唯一APP ID训
练事件优化模型

• 基于CPE或其它购买
目标的动态CPM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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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ki用户获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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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阶段模型为广告初
始设置。初始训练数据
集来自Aarki的用户资料
通用抽样数据

广告启动，限制
最每日花费上线

对于匹配的竞价，
Aarki会以模型
确定的出价响应

Aarki收集曝光数据，
用以为 APP 定制安
装优化模型

在安装优化开始之前，APP
定制模型需要至少收集50
次安装和75,000次曝光

在针对CPI进行优化时，我
们会收集安装后事件来为
APP定制事件优化模型

在事件优化训练开始前，该模型将收
集最少数量的事件。如能启用非归因
事件数据，将极大地加速模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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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Aarki

1. 数据体量庞大
• 5个全球数据中心，QPS超500万

•整合全球主要广告交易平台，支持所有广告格式

•为Top客户日均新增用户超70k+

2. 效果保证
• 10.5B+设备ID，庞大数据量级助力模型学习

•以注册、销售、购买等事件为KPI优化

•业界公认的领先移动效果DSP平台

3. 素材自动化
•个性化的动态广告素材

• 26种语言的创意本地化

4. 丰富的创意学习资料库
• 庞大的内部代理平台，以数据为导向制作策略性素材

提升APP排名并非难事。

和Aarki合作，我们将根据您的产品为您定制投

放策略，帮助您的APP快速登顶！



案例学习

Aarki的机器学习功能与创意优化专业知识的独特结合使我们能够在增加量级

的同时，提高广告支出的回报率。我们很高兴与一个以结果为导向且高度协作

的团队合作，Aarki注重实践效果并且始终把合作成功放在第一位。

11

Terry Koh
Growth Marketing Manager

挑战
Kabam选择Aarki进行用户获取广告，以扩大其最新的RPG（角色扮演游
戏角色扮演）游戏Shop Titans的用户基数。广告的目标是扩大用户覆盖
并吸引高参与度的用户，并以较低的CPI（每次安装成本）产生较高的ROI
（投资回报）。同时，该广告还旨在通过Aarki的海量数据存储库和机器
学习功能来实现全球规模增长。

方案
不到两周的时间内，Aarki建立并启动了根据Kabam的第一方数据进行训
练的乘法模型，并利用智能抑制列表来吸引高LTV的用户，达到了客户的
预期——包括CPI、ROI和量级等多维度指标要求。

•事件优化阶段，ROI
始终优于目标

•事件优化阶段，安装
量增加了5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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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arki

Aarki致力于结合机器学习（AI）、大数据及个性化素材服务帮助出海企业在移动广告营销上实
现可量化的多维度增长，并同时达成目标ROI。我们的数据提供关于用户意向及使用习惯的深度
洞察。为驱动效果，我们通过专有机器学习算法激活我们的数据资产并利用个性化素材实时触达
用户。

Aarki荣膺：美国商业奖、红鲱鱼100强、IAC、德勤高科技成长500强、美国鼓点广告奖、地
平线互动奖、全球实效移动营销大奖、The Wires by Exchange Wire、人工智能卓越奖、
CognitionX，及史蒂夫杰出雇主奖。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ar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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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

http://www.aark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