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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广告： 进入技术竞争时代
本报记者 赵正 北京报道

用大数据聚合碎片化
通过大数据技术，已经能够通过数据分析的算法去预测，并给特定的人群贴上标签。

近期， 猎豹移动在美国旧金山
宣布推出猎豹移动广告平台， 猎豹
移动表示， 将联合旗下所有与运营

移动广告并非简单地将 PC 端
的广告形式复制到手机上那么简

向这部分人群推荐有价值的内
容，实现有效的 营 销 推 广 ， 有 道

此， 有道词典首先采用了人群匹
配策略。

的诸多移动应用和媒体广告网络
Cheetah MediaLink， 在整个广告购
买周期内，以正确格式、正确时机抵

单。 因为， 在手机上有百万级的
APP， 注意力非常多元化； 而每台
IOS 设备平均 APP 下载 83 个，入

词典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新
的尝试。 网易有道副总裁、有道
词典总经理包塔告诉《中国经营

而猎豹移动全球的移动用户
安装量超过了 13.4 亿， 移动端的
月度活跃用户数高达 4.43 亿，其

达正确的受众。 猎豹广告平台的流

口支流化，加上移动互联网上没有

报》记者，有道 根 据 用 户 的 行 为

中，70.9%的移动端的月活跃用户

量将包括三个部分：自有应用流量、

门户级的 APP 的出现，信息和入口

数据、行为分析将为每一个用户

来自海外市场。 猎豹移动的

Cheetah MediaLink、猎户系统(自主
广告投放系统)。

更加地碎片化，这些都加大了移动
营销的难度。

贴上不同的标签，定义了每一类
型的用户，当用户下一次使用过

Facemark 大数据技术， 能对所有
用户数据进行深度分析， 给用户

阳狮锐奇中国董事总经理陈骥
认为，移动广告目前虽然占互联网广

如今通过大数据技术， 已经

程当中，通过用 户 定 向 ， 根 据 其

“画像”， 结合用户偏好和被推荐

告支出的比例还很低， 不到 10%，但
是消费者在移动设备上的时间花费

能够通过数据分析的算法去预
测，并给特定的人群贴上标签，例
如：“高端商旅人士” 或是“女性

标签和搜索内容，催生最合适广
告的内容。
近年来， 有道在与诸多品牌

APP 的特点， 向用户输出个性化
的广告内容， 将广告平台的投放
效果最大化。

已经远远超过 PC 和其他载体。 移动

白领”等。 当数据量越大、异质性

进行推广合作的过程中， 就根据

“猎豹广告平台提供了完善

广告必然将成为主流广告形式。由于
移动广告形式的标准化， 十分适合
RTB（见编者注 1）的高效推广，RTB

越高， 那么数据分析的结果就更
加准确， 这些标签能够实现更加

品牌诉求和目标受众特点， 基于
对有道用户的大数据分析、研究，

的广告管理服务和用大数据支撑
的受众定位服务。 它通过对超过

正是看到了全球移动广告发展的大势，猎豹移动推出了移动广告平台。

精准，ROI （投资回报） 更高的移
动广告投放。

展开了多维推广合作模式，比如，
在 BMW1 系与有道词典的合作

10 亿用户的匿名行为数据进行智
能计算， 构建了一套庞大的实时

移动广告成为互联网广告驱动力

名词解释

作为一款超级 APP，有道词
典拥有 4 亿用户，如何利用和挖

过程中， 宝马方面希望将 BMW1
系的信息快速、 精准地接触到当

精准人群数据库， 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场景投放。 ”猎豹移动相关负

2014~2017 年间， 预计移动广告占全球广告支出的份额将从 5.1%
增长到 12.9%。

编者注 1

掘用户的价值，通过有效的形式

前的年轻、 高收入受众人群。 为

责人表示。

RTB（Real Time Bidding）
实时竞价，是一种利用第三方技

程序化购买进入移动端

将有效主推移动广告成为主流。

实力传播发布的 《2015 年 Q2

告市场总额有可能会达到 4198 亿

全球广告市场预测报告》 称未来三
年， 互联网广告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元， 而移动广告总额有可能达到
2200.5 亿元，占将近一半的比例。

是移动广告。 2014~2017 年间，预计
移动广告占全球广告支出的份额将
从 5.1% 增长到 12.9%。 桌面互联网
的广告份额保持稳定，由 2014 年的
19.3% 至 2017 年的 19.4%。 但其他媒

据悉， 猎豹广告平台是集合了
全球的品牌广告主、 应用发行商和
开发者的移动广告技术平台， 主要
是为全球广告主提供广泛、精准、高
效的移动广告投放。

体类型的份额将转移到移动端。 同
时， 移动端也是全球广告市场增长

“
我们在移动端拥有丰富并且高
转换率的原生广告， 如 CM 屏保、垃

的主要动力，2014~2017 年全球广告
支出增长的 70%都将来自移动广告。

圾结果页、游戏加速页，CMS 锁屏、结
果 页 ，BatteryDoctor 省 电 结 果 页 ，

以 Facebook 为例，其 2014 年度
移动端的用户及收入增长就颇受瞩
目。 Facebook2014 年第四季度财报
显示，其移动端用户占比已经超过八
成。其中移动广告业务占广告总营收
的 69%，接近七成，同比增长 53%。

Photogrid 分享结果页等诸多产品，而

艾瑞咨询的报告显示，2014 年
国内移动广告的市场规模为 296.9
亿元，在过去三年中(2012~2014 年)
均保持超过 100%的增速。在市场规

因为中国客户更在意投资回报，对广
告效果比较谨慎；另外一方面，由于
中国互联网生态的问题，很多广告平
台没有办法公开数据和信息，这让移

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移动广告在互
联网广告总额中的比例也越来越
高。艾瑞估计，到 2018 年，互联网广

动广告的效果很不透明，客户无从知
道真实的效果。 因此，中国的广告客
户在移动端的投放非常谨慎。

且这些广告产品的点击率和转化率都
很好。 ”猎豹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实力媒体（北京）副董事总经
理胡颖之看来，中国市场的移动广告
业务要比全球发展的缓慢，一方面是

术在数以百万计的网站上针对
每一个用户展示行为进行评估

媒体的碎片化、受众的碎片化，就会导致整个移动广告需要程序化购买，需要 DSP 来完成整个程序。

以及出价的竞价技术。 与大量购
买投放频次不同，实时竞价规避
了无效的受众到达，只针对有意

和 PC 不同，移动端是一个高

背景的 DSP，如力美科技、多盟、

度碎片化的媒体关系， 如果说在
PC 端我们曾经经历过大一统的

安沃、易传媒等。 第三类则是纯粹
的 移 动 DSP。 第 四 类 为 Criteo、

义的用户进行购买。它的核心是
DSP 平台 （需求方平台），RTB

门户时代的话， 在移动端肯定是
没有这个时代的。 移动端的 APP

Vizury 等为代表的海外 DSP。
“移动互联是未来的发展方

对于媒体来说，可以带来更多的
广告销量、实现销售过程自动化

非常分散， 消费者的注意力非常
短暂， 所以广告主要想依托 1~2
个大的 APP 来完成自己在移动端
投放广告的目的， 显然非常难以

向，这一点无可置疑。因此，我们也
在进一步地发力移动端，做法更加

及减低各项费用的支出。而对于
广告商和代理公司来说，最直接

实现目标。
一般在 PC 端一个页面上会
有 10~20 个广告， 而在移动端只
有一个广告。 所以这个广告能够
精确地匹配与它相关的广告人群
是非常重要的。移动端比 PC 端有

的好处就是提高了效果与投资
回报率。
编者注 2
DSP 数字信号处理就是用
数值计算的方式对信号进行加
工的理论和技术，它的英文原名

定向纬度， 可以帮助广告主找到
他们的目标人群。
“所以媒体的碎片化、受众的

叫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简称
DSP。 另 外 DSP 也 是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的简称， 即数字
信号处理器，它是集成专用计算
机的一种芯片，只有一枚硬币那
么大。 有时人们也将 DSP 看作
是一门应用技术， 称为 DSP 技
术与应用。

地国际化， 对接了全球范围的流
量，去年我们已经布局和对接了很
的 AMAX 是国内首家支持 RTB
并且也是最大的移动广告交易平
台。 AMAX 通过与 70 余家国内外
DSP、SSP 和 移 动 广 告 平 台 的 合
作， 每月覆盖了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及地区的 3 亿多台智能手机用
户， 每天交易的流量规模超过 11

多全球移动交易平台，移动端的流
量已经超过 10 亿， 接下来的目标
是全球化，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市场，我们的移动全球化战略可以
帮助中国企业在移动端拓展海外
市场。 ”黄晓南表示。

亿次。
移动 DSP 数量井喷式的爆发

越来越多的广告主都在积极
尝试移动程序化购买。 从程序化
购买中的广告类型占比来看，此

碎片化， 就会导致整个移动广告
需要程序化购买，需要 DSP（编者

极大地促进国内程序化购买行业
的增长。 具体从类型来看，第一类

前传统的下载类广告占到 2/3 以
上份额， 而现在品牌广告和本地

注 2）来完成整个程序。 ”品友互动
CEO 黄晓南表示。

移动 DSP 主要有 PC 端的 DSP，
如品友互动、新数网络、悠易互通

广告发展迅猛， 在移动广告端通
过程序化购买的占比与下载类广

据了解， 芒果移动广告旗下

等。 第二类是以移动广告平台为

告几乎相差无几。

IBM：物联网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大数据
是物联网互联互通后的数据分析。
物联网背后是非常深厚的大

数据分析能力， 使数据为您所用，
使数据变成你的核心竞争力。 ”

们需要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以
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方式进行创

互联网的做法再好，但不能照搬到传统行业

数据理念，通过连接将数据汇集在
一起，再通过分析大数据来了解商

经过多年的积累，IBM 在大数
据与分析领域在全球积累了大量

新， 这种方式实现了 IBM 全球经
验技术和本地合作伙伴优势的互

业本质、提高效率、优化流程、预测
未来。也就是说连接并不是物联网

的经验和经典案例。 IBM 已在分析
领域投入 250 亿美元。 IBM 全球共

补，才能真正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落
地问题。 ”李红焰说。

互联网 + 虽然是当下最热的话题，但真的拿互联网与传统行业
对接时， 张航发现很难接轨，“你不能完全地去拿互联网的一套
办法套到传统行业里去。传统行业有自己的规则，互联网的东西
虽然好，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 ”

战略合作总经理李红焰看来有几

的价值，通过大数据改造传统的行
业，才是真正的物联网。

有 15000 个分析顾问和超过 400
位数学科学家， 每年都会新产生

基于这样的想法，IBM 从 去
年开始在中国改变了做法，以一种

个原因：一是很多产业的数据还没
有准备好，二是产业互联的技术没
有完全解决，第三，也是更重要的

IBM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总裁
钱大群先生说：“
IBM 的定位不是
拥有客户的数据，而是通过我们的

500 多个与分析预测相关的专利。
如何将这些能力带到中国来,
与中国产业对接，是一个挑战。“我

更开放、更灵活、更创新的模式，与
中国本土企业对接，一个行业一个
行业地连通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2008 年 IBM 就将物联网的理
念引入中国，但迄今为止物联网尚未
真正地改变产业，改变人们的生活，
这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缺的是什么？
在 IBM 中国开发中心科技与

与 IBM 联合“创业”
促最后一公里落地
云 顶 科 技 与 IBM 联 合 打 通
了 LNG 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中可以用
“一横一竖”来概括。“横”是
产业链的贯穿，“竖”是硬件、
物联网、 电商的贯穿，“一横
一竖”覆盖整个产业。
云顶科技就是 IBM 众多本土
合作伙伴之一。 一年多以前，云顶
科技正在寻求转型，他们意识到物
联网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无从下
手。于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合作伙
伴，几轮筛选之后，锁定了 IBM。
LNG 基金合伙人、 云顶科技联合
创始人刘冰认为，IBM 的两个优
势吸引了云顶科技：一是对物联网
的整体认识以及技术储备，二是对
传统产业的认识与深刻理解。这两
个优势的结合，是很多新兴的物联
网企业所不具备的。
双方确定了建立“联合实验
室”的合作模式，即双方一起投入
人力、物力，一起做前期调研、产品
开发，最后还会将研发的智资产双
方共享。“IBM 深入地参与到云顶
的项目里，它不仅仅是卖软件给我

IBM 宣布未来四年投资 30 亿美元打造一个全新物联网事业部。

们，感觉更像是联合创业。 ” 刘冰
说。 这样一支“本土化 + 国际视
野”的团队，通过三个月的闭关开
发，迅速将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即液化天然气的英文缩写）行
业的物联网平台上线，创造了一个
行业速度，并因为这个速度提前抢
占了部分市场。
云顶科技与 IBM 联合打通了
LNG 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在他们
的设计方案中可以用“一横一竖”
来概括。“横” 是产业链的贯穿，
“
竖”是硬件、物联网、电商的贯穿，

“一横一竖”覆盖整个产业。基于这
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云顶科技开发
了三个平台：一是分布式能源的运
营管理平台， 二是 B2B 的电商平
台，三是 B2C 的社区平台。“这三
个平台看似是独立运转， 但在
IBM 物联网技术下， 我们可以利
用数据把这三个平台串起来，这些
数据能发挥的作用就远不止
1+1+1，可能远远大于 3。 ” 云顶科
技 CIO 张航说道。
以前 LNG 行业都 是 靠 人 力
抄表，数据误差大，效率低，还存

在很多安全隐患。 而通过这三个
平台， 所有数据都会自动采集并
传输到云端，节省了人力、物力的
同时，还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 此
外，因为数据是实时传输，又可以
通过手机、 电脑实时监控运营情
况。 通过历史数据，可以知道历史
消耗量、资金周转率、库存，这些
信息与后台的 ERP 系统对接，就
盘活了整个产业链， 更科学有效
地配给，更合理地调度用车、优化
路线，也就不存在燃料的浪费，也
不会积压资金。

云顶与 IBM 的合作虽然进展
非常迅速， 但面对 LNG 这个非常

各种服务模式， 而不是自己再购置
软件、硬件重新搭建系统。一些成熟

庞大而传统的行业， 过程中也是困
难重重。
让刘冰感触最深的就是数据开

的大企业客户，已经有很成熟、完备
的 IT 系统，就可以与云顶的平台对
接， 享受云科平台上提供的一些新

放的困难——
—很多大型企业出于各
种原因并不愿意对外开放数据，所
以物联网就很难实现真正的连接。
“很多大型企业一开始都是观望态
度， 我们现在主要是从中型的区域
型企业切入。 大型企业一旦看到效
益，就愿意跟进了。 ”
互联网 + 虽然是当下最热的
话题， 但真的拿互联网与传统行业
对接时，云顶科技 CIO 张航发现很
难接轨，“你不能完全地去拿互联网
的一套办法套到传统行业里去。 传
统行业有自己的规则， 互联网的东
西虽然好，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 ”

服务， 同时云顶会把企业物联网数
据开放给企业，企业根据数据开发、
优化自己的系统， 双方的利益都实
现最大化。
在李红焰看来，物联网、大数
据是一场革命，是要创新、改革，但
不是一夜之间的颠覆。“这个世界
并不是非此即彼，传统行业根深蒂
固的系统不能因为新世界的到来
而全部抛弃， 这种思路是不对的。
企业的变革一定根据现有行业现
状 的 变 革 。 IBM 既 懂 得 传 统 行
业， 也引领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我
们的角色是构建起帮助传统企业

张航在实践中， 一开始就拿互联网
去套， 发现落地时会与企业的实际
情况发生冲突，玩不转。这就是行业
物联网的挑战： 互联网思维一定要
有，但要不断与传统行业磨合，深入
行业需求， 设计一些双方都能接受

拥抱新趋势的桥梁。 ” IBM 和云顶
合作的实践就是，选择一些局部创
新、 分步创新或者是区域创新，而
不是一下子就把原有的 IT 系统全
部换掉。 在传统的 IT 系统与新的
物联网平台之间建立“对话”，数据

的商业模式。
豪无疑问， 物联网和大数据的

互通，慢慢融合。
IBM 宣布未来四年投资 30 亿

应用，改变了很多传统的业务流程，
也会波及很多传统行业利益既得
者，颠覆与改变的阻力也会相当大。
在张航与不同客户接触当中发现，
客户的态度与做法也有很大的不
同。比如南方的一些小企业，原来自
己有 IT 系统，但比较旧，现在就直
接上到云顶的平台上， 使用上面的

美元打造一个全新物联网 （IoT）事
业部。 在中国，IBM 正在以创新的
合作方式与本土企业通过诸多云顶
科技这样的合作伙伴， 与天气、水
务、健康等公共大数据关联，用大数
据预测商业未来。 这或许将是中国
互联网 + 与更多行业跨界创新的
最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