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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追踪的几个关键词



转化追踪的常见误解

Android有渠道包，不需要接入转化追踪：
1. 普通的渠道包只能监控到渠道总量，无法精确的评估每一条广告的效果
2. 渠道包的数据没有上报给腾讯社交广告，因此腾讯社交广告无法根据效果数据进行优化
3. 不接入转化数据的情况下，无法使用oCPA

接入激活就够了，其他指标不重要：
1. 激活只是广告效果的开始，后续还有注册、付费、留存等核心行为数据
2. 不同的转化数据能够定位出不同的人群标签，可以利用腾讯社交广告looklike能力，不断优化迭代广

告效果
3. 目前oCPA虽然只提供了激活均价作为出价标准，后续也会推出针对其他转化类型的能力。

注：Optimized CPA（oCPA）是一种针对移动APP下载广告的智能竞价策略，目前支持对激活出价，按点击扣费。

关于oCPA的介绍详见 《 OCPA 产品使用说明 》

http://qzonestyle.gtimg.cn/open_proj/gdt_gw/cms/uploads/ocpaproductinstructionV2.2016.1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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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APP转化追踪能力介绍

转化类型 行为分类 备注

激活、注册、加入购物车、付费 基本转化类型 加入购物车、付费均支持上报金额

唤醒、打开、第二日留存、第三日留存、第七日留存 启动行为

尚未全量，需申请白名单

评分、搜索 用户行为



移动APP转化追踪行为介绍

转化类型 转化类型定义

激活 指点击广告后，在之后30天内第一次启动APP的行为

注册
指用户在应用内完成注册的转化行为，如手机号码验证、通过QQ号、微信号或微博账号等方式授权登陆、注册

应用账户等。

加入购物车 指用户在应用内发起购买但未完成支付的转化行为。

付费 指用户在应用内进行付费，完成交易的转化行为。

唤醒 指已经超过7天不使用该APP的用户，点击广告后，当天启动了此APP的转化行为。

打开 指激活之后，到广告影响生命周期（30天）结束，用户启动APP转化行为。

第二日留存 指激活转化行为第二天，用户打开了APP的转化行为

第三日留存 指激活转化行为第三天，用户打开了APP的转化行为

第七日留存 指激活转化行为第七天，用户均打开了APP的转化行为

评分 指在APP的某些场景进行评分的转化行为。（例如对某广告推广商品的评价）

搜索 指用户在APP中搜索内容的转化行为。



移动APP转化追踪接入方式介绍

接入方式 接入流程 特点 接入难度

SDK方案
1. 在APP内嵌入SDK
2. 在转化行为发生逻辑调用SDK的方法
3. 上架新的APP

接入简单，数据可靠性
强，接入后APP大小增
加50KB

非常简单

API方案

API方案一

1. 广告主自建服务接受点击信息
2. 广告主统计APP转化行为
3. 广告主对比点击行为和转化行为数据
4. 广告主将由腾讯社交广告带来的转化行为上报给腾讯

社交广告
5. 腾讯社交广告对转化行为进行匹配后呈现在投放端

需要自建服务，监控
APP行为且对上报数据
进行加密开发，数据稳
定性不如SDK

复杂

API方案二

1. 广告主统计APP转化行为
2. 广告主上报统计到的转化行为
3. 腾讯社交广告对转化行为进行匹配
4. 腾讯社交广告对转化行为进行匹配后呈现在投放端

需要监控APP行为且对
上报数据进行加密开发

较为复杂

第三方监控
依照第三方广告监控提供的文档进行对接
已对接的第三方有：热云数据、TalkingData、
AppsFlyer、AdMaster

不需要做开发 简单



移动APP转化追踪SDK方案介绍

SDK接入后：
接入SDK不会对APP审核造成任何影响
接入SDK后，APP的体积会增加50KB左右
SDK中上报的数据量非常小，且在弱网络环境下，不会对用户实际使用APP有任何影响，也不会让用户
有所感知。

SDK技术原理：
广告主需要在APP内符合转化行为的位置调用SDK中提供的方法。
例如上报激活事件，只需要一行代码就可以完成。



移动APP转化追踪接入流程

创建转化追踪方案 实现转化追踪对接方案

移动APP转化追踪接入流程

开启转化
API方案一需要联
调通过



如何创建转化追踪-移动APP



如何创建转化追踪-移动APP

目前只有开通了网页转化方案白名单的广告主才能看到『网页转化跟踪』



如何创建转化追踪-移动APP

应用ID问题是创建移动应用转化时的常见疑问



联调状态说明

只有API方案一才需要联调
API方案二和SDK方案都不会显示联调状态



开启转化

在转化列表中的『转化状态』处开启转化
只有开启转化后，才能实现转化数据上报，开启转化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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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转化追踪能力介绍

转化类型 备注

关键页面访问、注册、加入购物车、下单、成交、网页咨询、
电话直拨、电话回拨、表单预约

URL方案和像素方案均支持以上转化类型



网页转化追踪行为介绍

新增转化类型 转化类型定义

注册 用户在页面发生注册的转化行为。

加入购物车 用户将待买的商品加入购物车的转化行为。

下单 用户下单但未完成交易的转化行为。

成交 用户完成订单产生支付的转化行为。

关键页面访问 用户访问了某一关键页面的转化行为。

网页咨询 用户通过网页或唤起在线客户对话窗口进行咨询的转化行为。

电话直拨 用户通过页面点击直接呼起电话拨打的转化行为。

电话回拨 用户在网页提交自己电话等待广告主回拨的转化行为。

表单预约 用户在网页上完成表单填写提交预约申请的转化行为。



网页转化转化追踪方案介绍

接入方式 特点 接入流程

URL方案
一种通过在关键页面（例如商品落地页）布置代码，记录相应
转化行为的网页转化追踪方案。

1. 确定需要追踪效果的页面的URL
2. 在投放端创建转化，获取URL方

案JS代码
3. 在对应页面布置JS代码

像素方案
一种通过在页面关键行为（例如购买按钮）处布置代码，记录
相应转化行为的网页转化追踪方案。

1. 在投放端创建转化，获取像素代
码

2. 在所追踪的行为被触发时的执行
逻辑处布置像素代码

以上两种网页转化方案目前均需要申请白名单才能使用



网页转化URL方案介绍

URL方案是一种通过在关键页面（例如商品落地页）布置代码，记录相应转化行为的网页转
化追踪方案。

一个账户只有一套URL代码，区分不同的追踪对象主要是根据创建转化时选择的转化类型和
填入的URL

如果广告主需要关注的转化行为分别属于不同的特定页面，那么建议广告主使用URL方案。



网页转化像素方案介绍

一种通过在页面关键行为（例如购买按钮）处布置代码，记录相应转化行为的网页转化追踪方案。

像素方案有两种常见的布码思路：

思路一：将代码布置在关键逻辑执行处

例如：
广告主要监控下单行为，下单按钮处有两种处理逻辑：
逻辑1.资料完整，下单成功
逻辑2.资料不完整，需要补齐资料
像素代码应该放置在逻辑1的执行路径中

思路二：将代码布置在关键页面处

例如：
广告主要监控下单行为，在下单成功跳转页布置像素代码
这里需要注意，将像素代码放在优先执行的位置，例如head头中第一个执行的脚本
如果像素代码执行顺序较晚，有可能出现用户关闭下单成功页面，且尚未执行像素代码中的js脚本，转化数据没有上报



布码实例



网页转化追踪接入流程

网页转化追踪接入流程

创建转化追踪方案 在网页上布置代码 验证代码 关联广告开启转化



如何创建转化追踪-网页转化追踪

创建转化后，需要先开启转化才能进行代码验证



如何创建转化追踪-网页转化追踪

创建网页转化时，需要考虑清楚是否记录每一次转化



验证代码

URL方案和像素方案都需要验证代码，且都需要先开启转化



关联广告

只有与转化追踪关联了的广告才能被统计到转化数据



高频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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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高频问题汇总

问题1：如何选择移动转化追踪接入方案

接入难度

数据精度

SDK

API
方案一

API
方案二 SDK

激活、注册、加
入购物车、付费

唤醒、打开、留
存、评分、搜索

API方案

激活、注册、加
入购物车、付费



问题2：转化追踪接入文档

腾讯社交广告移动APP转化追踪API方案一

腾讯社交广告移动APP转化追踪API方案二

腾讯社交广告网页转化追踪URL方案

以上文档固定更新页面

腾讯社交广告移动APP转化追踪 iOS SDK

腾讯社交广告移动APP转化追踪 Android SDK

转化高频问题汇总

腾讯社交广告网页转化追踪像素方案

http://qzonestyle.gtimg.cn/open_proj/gdt_gw/cms/uploads/conversion-api1-1108-.pdf
http://qzonestyle.gtimg.cn/open_proj/gdt_gw/cms/uploads/conversion-api2-1108-.pdf
http://qzonestyle.gtimg.cn/open_proj/gdt_gw/cms/uploads/conversion-api1-1108-.pdf
http://e.qq.com/ads/learning/download/005
http://imgcache.qq.com/qzone/biz/gdt/dev/sdk/ios/release/GDT_iOS_Track_SDK.zip
http://imgcache.qq.com/qzone/biz/gdt/dev/sdk/android/release/GDT_Android_Track_SDK.zip
http://qzonestyle.gtimg.cn/open_proj/gdt_gw/cms/uploads/conversion-api1-1108-.pdf


问题3：转化接入后，数据存在误差：数据不准/数据延迟/与第三方监控数据不一致

转化高频问题汇总

问题原因：广告主对激活的统计维度和腾讯社交广告不同

详细说明：对上报数据的广告主而言，激活按照发生日期进行归因；而对腾讯社交广告而言，激活按照广告点击
时间进行归因

真实案例：某广告主在周一成功上报100个有效激活，发现投放端当天只展示了80个激活。经过腾讯社交广告排
查，广告主上报的100个激活中，有80个是当天点击带来的，剩余20个激活则来自之前五天的点击。数据详情如
下：

激活上报日期 广告点击日期 投放端有效激活数 数据回流

10月5日

10月5日 80 10月5日数据增加80

10月4日 10 10月4日数据增加10

10月3日 5 10月3日数据增加5

10月2日 2 10月2日数据增加2

10月1日 2 10月1日数据增加2

10月1日之前 1 无效数据

总计 100 广告主上报有效激活



问题4：iOS10开启了限制广告追踪后，无法获取idfa

转化高频问题汇总

受影响范围为iOS 10覆盖率*15%，目前最新的数据表明iOS 10覆盖率约为63%

目前受影响比例约为9.45%，随着iOS 10的普及，最终会不断的向15%靠近。

目前广告主有呼声说能否关闭在iOS10开启了限制广告追踪用户展示广告，这种情况下，希望能让广告主理解
到，腾讯社交广告定向能力是用QQ号微信号等信息，是否有IDFA对定向并无影响，即对广告真实效果并无影
响。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预计将于12月发布。



转化追踪相关问题产品答疑时间

Q&A



关注官方服务号，获得更多帮助

关注腾讯社交广告服务平台公众号了解最新资讯及课程信息

如果您已经是广告主，可在关注后绑定帐号，随时随地掌握账

户动态及时调整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