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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

渗透率

93%

公众号数量

1KW+

文章PV

30亿+

用户年龄

15-40岁

微信用户年龄主要集
中于15-40岁

一线城市渗透率
覆盖核心用户群体

微信公众平台
已开通大量优质公众号

微信公众平台
图文消息阅读量巨大

月活跃

8.0亿+

微信&WeChat

月合并活跃用户数



平台优势

海量用户

几乎覆盖全量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

精准触达

所有定向以人为单位，有效触达每
一个目标用户

系统化投放工具

平台提供完善、可视化的效果评估数
据，助力广告主跟踪分析投放情况

闭环生态

基于平台生态，提供公众号关注、
卡券发放、LBS等闭环解决方案

平台产品的每一次优化，都致力于为广告运营者提供最佳的运营手段。“
”



支持按城市、行政区的定向

*地域定向数据来源于用户近一个月的常用地点信息

地域

性别年龄

手机

婚恋情况

支持按性别定向，支持任选5~60岁中的年龄段定向

支持按手机系统（iOS、Android）定向，支持按Wi-Fi、4G、3G、2G等联网环境定向

支持按用户当前婚恋状态定向，包含单身、新婚、已婚、育儿

学历 支持按用户的学历水平定向，包含博士、硕士、本科、高中、初中、小学

数据定向能力基础定向



兴趣标签定向

来源于腾讯产品用户行为路径大数据分析定义的标签

18 个一级标签

教育、旅游、金融、汽车、房产、家居、服装、餐饮美食、生活服务、商务服务、美容、
数码家电、体育运动、医疗健康、孕产育儿、箱包、腕表、鞋靴、配饰、政法、奢侈品、
饮料酒水、互联网、娱乐休闲

122 个二级标签

对应18个一级标签，总共下分122个精细化定向标签

数据定向能力兴趣定向



数据定向能力 LBS定向

省级行政区 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 直辖市 4

• 省 23

• 自治区 5

• 地级市 293

• 地区 8

• 自治州 30

• 盟 3

• 市辖区 872

• 县级市 368

• 县 1442

• 自治县 117

• 旗 49

• 自治旗 3

• 特区 1

• 林区 1

* 不含港澳台地区

33 349 2554

本地推广广告支持颗粒度更细化的地域定向功能：除了支持全国300多个城市、2500多个区县的

选项外，新增4000多个商圈选项。

商圈

4400+



数据定向能力再营销定向

持续影响真正对你感兴趣的用户

1. 当前关注你公众号的粉丝

2. 当前已安装应用的用户（仅对Android下载类广告有效）

3. 最近1年曾领取微信广告卡券的用户

4. 最近1年对你的广告感兴趣的用户（包括公众号与朋友圈广告

位，点击广告、广告详情页、对朋友圈广告点赞或发表正面

评论行为用户）

5. 将对你不感兴趣的用户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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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形态什么是微信朋友圈广告

以类似朋友的原创内容形式进行展现，在基于微信

用户画像进行定向展示的同时，能够依托微信好友

关系链进行互动传播信息流原生广告



产品形态广告类型

① 广告主头像&昵称 ② 外层文案 ③ 外层图片 ④ 文字链 ⑤ 用户社交互动



产品形态支持的推广目标

品牌活动推广 微信卡券推广移动应用推广

推广安卓或iOS移动应用品牌宣传或活动推广 推广商家优惠卡券

公众号推广

推广订阅号及服务号

本地推广

推广本地门店

通过微信朋友圈广告，可以实现以下推广目标



类目产品能力品牌活动推广

公众号图文消息 详情模版H5 自定义H5页面（单次投放100万以上）

品牌活动推广



类目产品能力公众号推广

公众号详情页（未关注） 公众号详情页（关注后）

公众号推广



类目产品能力移动应用推广

移动应用推广

Android下载页 iOS下载页



类目产品能力微信卡券推广

微信卡券推广



类目产品能力本地推广

本地推广

广告落地页可配置“查看详情”、“领取优惠”或“预约活动”，点击后跳转模版详情页（支持收集信息或品牌推广）、公众号文章。点
击门店标识，跳转门店详情页。



朋友圈广告计费方式

通过MP自助投放端投放朋友圈广告，

按曝光量次数收费，

分地域阶梯定价。

*核心城市：

北京、上海。（2个）

*重点城市：

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苏州，重庆，南京，天津，西安，沈阳，长沙，青岛，宁波，郑州，大连，厦门，

济南，哈尔滨，福州等高活跃城市。（20个）

*普通城市：

除上述核心和重点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



朋友圈广告购买方式

通过MP自助投放端投放朋友圈广告，广告主可以选择以下购买方式：

排期购买

提前预定排期，锁定目标曝光量（保量）

CPM单价按刊例价执行

单次投放总预算5万元起

向所有城市开放

适用于所有朋友圈广告形态

竞价购买

提前选择投放日期，锁定目标人群（不保量）

CPM单价出价30元起，实时基于效果时时调整出价

每日预算1000元起

仅开放其他城市（核心与重点城市暂不支持竞价购买）

仅适用于图文广告一种广告形态

定价购买

提前选择每日曝光时间段，锁定目标人群（不保

量）

CPM单价按刊例价执行

每日预算300元起

向所有城市开放

仅适用于本地推广广告一种广告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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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形态什么是微信公众号广告

微信公众号广告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可提供给广告主

多种广告形式，并利用专业数据处理算法实现成本可

控、效益可观、精准定向的广告投放系统。

目前，公众号广告支持底部广告和视频贴片广告两个

广告资源的投放。



产品形态底部广告

广告样式：支持关注卡片、下载卡片、图片、图文、卡券等多种样式

▲ 关注卡片：公众号推广

▲ 卡券卡片：卡券推广

▲ 下载卡片：移动应用推广

▲ 图文：品牌活动推广

▲ 图片：移动应用&品牌活动推广

▲ 优雅大图：排期购买方式推广品牌活动



产品形态视频贴片广告

广告位置：Wi-Fi环境下公众号图文消息内时长>5分钟的视频

广告样式：视频前贴片，播完或关闭广告将自动进入视频；

支持5s图片（支持关闭）、6s视频（暂不支持关闭）、15s视频（5s后支持关闭）

等三种外层样式

▲ 5s静态图片：支持关闭 ▲ 15s视频：播放5s后支持关闭



品牌活动推广 微信卡券推广移动应用推广

推广安卓或iOS移动应用 品牌宣传或活动推广 推广商家优惠卡券

公众号推广

推广订阅号及服务号

通过微信公众号广告，可以实现以下推广目标

微信小店推广

推广微信小店商品

产品形态支持的推广目标



类目产品能力公众号推广

关注卡片：

▲公众号关注详情页（未关注）▲文章页是否关注确认弹框

可投放资源：底部广告和视频贴片广告

视频贴片：

落地页示例（模板页）



类目产品能力移动应用推广

▲ 应用宝或微信下载应用详情页▲ App Store 应用详情页

可投放资源：底部广告和视频贴片广告

下载卡片&图片：

视频贴片：

落地页示例（App Store/应用宝/微信下载器模板页）



类目产品能力品牌活动推广

可投放资源：底部广告和视频贴片广告

视频贴片：

▲ 品牌活动宣传页▲ 销售线索收集页

图片&图文： 优雅大图： 落地页示例（自定义外链页）



类目产品能力微信卡券推广

卡券卡片：

▲ 卡券详情页（已领取） ▲ 卡券使用落地页▲ 卡券详情页（待领取）

可投放资源：底部广告

落地页示例（模板页）



类目产品能力微信小店推广

小店卡片：

▲ 确认购买页 ▲ 支付页▲ 商品详情页

可投放资源：底部广告

落地页示例（模板页）



售卖策略底部广告

竞价购买 排期购买

广告出价 广告质量

×

自由竞价，最低

出价为0.5元/点击

广告质量主要

取决于广告点击率

按 CPC 扣费，实际扣费与广告出价和广告质量有关

流量按广告竞争力分配，广告竞争力公式如下：

支持提前预定2-28天内流量，按 CPM 扣费，优先保量

按城市阶梯定价：核心/重点/普通（25元/20元/15元）

核心城市：北京\上海；

重点城市：包含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苏州，重庆，

南京，天津，西安，沈阳，长沙，青岛，宁波，郑州，大连，厦

门，济南，哈尔滨，福州等20个高活跃城市；

普通城市：包含除以上22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



售卖策略视频贴片广告

竞价购买 排期购买

广告出价 广告质量

×

自由竞价，最低

出价为10元/CPM

每日预算需 > 200元

广告质量主要

取决于广告点击率

按 CPM 扣费，实际扣费等于出价

流量按广告竞争力分配，广告竞争力公式如下：

支持提前预定2-28天内流量，按 CPM 扣费，优先保量

按城市阶梯定价：核心/重点/普通（25元/20元/15元）

核心城市：包含北京和上海；

重点城市：包含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苏州，重庆，

南京，天津，西安，沈阳，长沙，青岛，宁波，郑州，大连，厦

门，济南，哈尔滨，福州等20个高活跃城市；

普通城市：包含除以上22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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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放的行业：

房地产类 / 家具家装类 / 母婴儿童类 / 汽车类 / 日用百货类

软件应用类 / 数码家电类

网站门户类 / 文化娱乐类 / 运动户外用品类 / 政府机关类

限制性准入的行业：

服饰箱包类 / 护肤彩妆类 / 食品类 / 钟表首饰

婚恋交友类 / 教育培训类（职业教育培训）

旅游类（代订服务）/ 商务服务类（咨询策划、移民中介）

游戏类（综合游戏网站） / 自媒体类（财经类）

金融类（资产交易、融资租赁、现货交易、支付类、小额贷）

综合电商类（返利分销、海淘电商）

生活服务类（高端会所、按摩服务、足疗服务）

广告主准入&广告审核标准



基本资质

 广告主应具有的相关政府部门颁
发的，证明其作为独立的主体进
行相关活动的资质证明，包括但
不限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等

 微信广告平台广告主需经过微信
认证准入，以开通广告主的微信
公众帐号认证主体资质为广告主
基本资质，在广告主开户时不需
要提供

行业资质

 广告主应具有的相关政府部门颁
发的，证明其作为独立的主体进
行相关活动的资质证明，包括但
不限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等。

 禁投行业
《法律禁投及微信广告暂不开放的
商品及服务》

 准入行业及资质要求
《微信广告准入行业及资质》

投放资质

 广告主投放广告时针对广告投放
中如涉及他人形象、使用数据、
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等广告内容
为保证内容真实性必需提供的，
需要广告主提供证明资料，如授
权文件、证明、说明函或确认函
等（统称“证明文件”）

资质要求

http://wximg.qq.com/wxp/mmad/data/wxad_industry_forbiden.pdf
http://wximg.qq.com/wxp/mmad/data/wxad_industry.pdf


广告内容

 广告主自行设计制作或依法委托
他人设计制作的，直接或间接介
绍广告主自己所推广的商品或服
务的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
片、文字、视频和音频等形式的
广告素材，亦包括落地页（或称
“详情页”）本身，以及做为广告内
容展示一部分的微信公众帐号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公众帐号
名称、头像、历史消息

详情页（落地页）

 品牌活动：
广告所指向的载体，即用户点击广
告后跳转到的页面或重定向的页面，
也称目标网址

 APP下载：
直接跳转至应用市场的APP介绍页；

 公众号关注：
点击关注后自动进入微信内容页：
需对关注后自动下发消息、菜单一
级链接等；
关注类广告详情页：公众帐号功能
介绍、拉取的十篇历史消息；

广告内容变更

 指广告内容中的标题、图片、文
字、推广链接、详情页等可能实
质性影响具体广告内容的元素发
生变更。

广告内容审核要点



判定公众号是否能投放

确认公众号的行业资质是否齐全

行业准入，根据行业准入清单判定。

投放广告帐号需与项目帐号相同，不允许代投放

*自媒体类广告主必须原创度超过50%

*游戏类广告主，白名单准入

重点要求
*地产类广告主，需提供推广楼盘《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直播类广告主，需提供《在线视听许可证》

广告主准入&广告审核标准



审核广告文案

①限40个字，不超过四行

②标点符号使用是否符合规范？

中文之间须使用中文标点符号；每一行结尾必须有结束型标符号

不允许使用特殊符号，包含但不限于“——”、“-”、“~”、“…”、“·”、“【xxx】”等

③不允许使用空行和空格，不允许不规范地折行

④不允许使用emoji表情，不允许出现股票代码、电话号码、URL链接、微信号、QQ号等信息

⑤不允许使用“微信”、“红包”、“朋友圈”、“抽奖”、“关注XXX”、“了解XXX”、“免费”等敏感词汇

⑥不允许使用违反国家法律的词汇，包含但不限于“第一”、“最”、“认筹”等。

⑦不允许使用任何形式的诱导用户操作的描述，不允许承诺收益

⑧不允许出现涉及赠送金额的词汇；建议不要使用促销口号类型的文案“全场XX折”等

⑨文案涉及活动，需提交活动详情备案，并在文案中清晰描述活动关键信息（时间、资格）

⑩文案涉及数据，需提交数据证明

文案不要涉及色情、政治、侵犯他方利益等问题。

广告主准入&广告审核标准



审核广告图片

①图片像素不得太低；不允许有颜色边；不允许使用白色作为图片大部分的背景色（具体评估）

②图片构图不允许使用大字报形式；不允许使用拼图形式（具体评估）

③不允许出现股票代码、电话号码、地址、URL链接、微信号、QQ号、二维码、按钮等元素

④若出现文字，请参考广告文案审核规范判定；文字占副不得超过20%（婚纱摄影&家居无文字）

⑤图片内元素重叠不能超过3层，图片内图标不能超过4个

⑥不允许使用公众号头像作为广告图片

⑦不允许使用任何形式的诱导用户操作的展示

⑧图片须有使用版权；若使用知名人物肖像，需提交人物肖像授权

⑨图文相符；图片涉及活动，需提交活动详情备案

根据具体图片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广告主准入&广告审核标准



审核广告视频

①视频像素不得太低（具体评估）

②视频中出现股票代码、电话号码、地址、URL链接、微信号、QQ号、二维码、按钮等元素

③若出现文字，请参考广告文案审核规范判定；文字占副不得超过20%（婚纱摄影&家居无文字）

④不允许使用任何形式的诱导用户操作的展示；

⑤视频须有使用版权；若使用知名人物肖像，需提交人物肖像授权；

⑥用于视频定格展示的帧图片需符合图片审核规范，具体参照广告图片审核标准；

根据具体视频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广告主准入&广告审核标准



广告，也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