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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拆分对比实验可帮助广告主了解不同投放策略对广告表现的影响（A/B测试），发现效果更理想的方案，持续迭代和优化投放策略。

通过实验系统，隔离竞争，避免内部挤压，可以在创建初期让不同策略的新广告面临相同竞争环境，具备可比性，积累足量、没有相互

干扰的正确、直观数据*。

创意—每天新上多套素材、文案*，到底哪个创意方向更适合我？

定向—新标签（标签组合）测试、人群包测试均可支持

出价方式—用oCPA还是CPC？用哪种优化目标进行优化？出多少价格更适合我平衡量和成本？

自由变量—不想建立严格变量对照？快速设置，观察自由变量/组合策略下，哪种投放方式我的效果最好!

• 可同时创建2-5个广告——图上以4个为例，流量均分

• 专属实验报表，直接对比实验效果

• 实验广告间隔离竞争，保证实验可信度

• 优质广告支持智能放量/手动一键全量

流量均分，每个实验广告获得部分流量，完全消除实验广告之间的影

响，但仍会与账户里其他广告竞争

拆分对比实验原理图

是什么

实验逻辑

测什么



重点能力升级同步

2019.2.：支持在实验广告列表中，对广告进行编辑、复制操作。

 编辑：在实验列表下，对审核被拒的广告进行二次编辑、优化，达到搭建实验、启动对比的目的。

 复制：支持将实验观察到的优胜广告在账户内予以复制，借鉴优势条件投放（广告复制后是一条普通广告，并非在实验条件下新增）。

2019.4.：支持创建自由变量广告；支持对实验广告智能放量

 自由变量：在实验计划下以“自由变量”创建实验广告时，支持将广告设置中任意信息作为变量控制（可以是创意、定向、出价方式，也

可以是其他信息），且无需严苛控制单一变量，达到快速创建自由变量对照实验，快速观察自由变量/组合策略下，广告效果的目的。

 智能放量：支持在实验计划创建时，勾选授权 “智能放量”，系统会在判断到优胜广告后，为优胜广告倾斜流量（仅在此条实验计划背后

流量不再等分，整个实验广告加和仍为100%流量，其中优胜广告拿到更多流量，劣势广告逐步减少流量分配）。

1：1实验流量 优胜广告智能放量

智能放量示意图

优胜⚑



1. 减少试错成本，节省测试时间和预算，导向无偏结论，探索放量方向

新策略测试

新创意

如同产品，不同：

卖点/画风/解决方案场景…

新定向

•如：常规定向VS罗卡新标签

• 点击扩量包VS转化扩量

包…

•新优化目标

•如：优化下单vs优化付费

•优化激活vs优化留存

新账户

探索沉淀投模型，
找到适合自己的创
意方向、定向思路、

优化方式

合约投放

•大campaign锁量前：
小量预算测试创意
A/B test，提升广

告主满意度

日常通过实验上新，保证新广告期隔离竞争，避免系统随机性带来的广告潜力损耗。

2.减少多条新广告的内部竞争，增加新广告存活率，让每个新广告充分成长

什么场景强烈建议使用实验？



操作概览



操作概览

使用步骤

新建实验

入口1：

新建广告-创建拆分对比实验

入口2：工具箱-拆分对比实验



操作概览

使用步骤

新建实验 确定策略变量

两条广告居多，即锁定变量
A/Btest，建立实验和对照

*1定向说明：支持定向包；定向重合度尽量高时实验更有必要，测试定向不要过于精准，保证实验广告曝光

创意 定向*1 出价

素材

文案

…

基础定向

罗卡标签

行业TA

精准包

…

价格/出价方式：

CPC

oCPA表单/

下单/激活

…

自由变量

任意配置信息

优质策略组合

新产品能力

…



操作概览

使用步骤

新建实验 确定策略变量 提交实验广告

同新建广告入口步骤：

新建计划+广告*2-合理命名

*2新建说明：选择曝光较大的版位，开启加速投放；素材尽量确保一次通过审核，或者在广告被拒后，通过编辑优化素材，实验会在所有广告过审后启动



操作概览

使用步骤

新建实验 确定策略变量 提交实验广告 观察实验效果

优胜广告推荐+全量阶段指引*3

*3推荐说明：系统结合前端、后端数据及转化率，给予全量推荐——对于开启智能放量的广告，系统会在判定优胜后倾斜流量



操作概览

使用步骤

新建实验 确定策略变量 提交实验广告 观察实验效果 全量实验广告*4

所选实验广告全量后将变为
100%流量

*4全量说明：实验流量会自动按照广告分配，例如创建3条实验广告，暂停其中1条，另2条合并获得100%流量。建议实验获取到结论后，及时全量实验。

及时关闭表现较差的广告，并全量较好广告：全量后才是实验的总流量，保证胜出广告获得100%实验曝光量，如有多条全量，会产生竞争关系



实验推荐



实验思路

提出假设 创建实验 观察数据 调整策略

确定实验组，对照组确定实验目标 数据是否有显著差异 将实验结论指导投放

如：

希望测试某号码包

人群质量

如：

实验组：定向某号码包

对照组：常规定向

如：

实验组激活成本低于

对照组20%，且付费

率提升15%

如：

将号码包用于各个版位

的投放，并使用人群拓

展拓宽覆盖人群

由于实验会拆分流量，因此建议测试定向只建立两个实验广告，以防曝光不足导致没有充分的数据



实验思路

胜出

先测试大方向，

再测试小细节。

建议单独一个账户做实验，不断的测试更好的素材元素搭配，沉淀属于自己的方法论

实验组：有坐骑

对照组：无坐骑

实验组：骑老虎

对照组：骑恐龙

实验组：骑老虎拿武器

对照组：骑老虎无武器

实验组：骑老虎拿刀

对照组：骑老虎拿剑

胜出 胜出 胜出 胜出

游戏素材实验示例



优秀案例——创意测试

创意测试：某3C广告主

测试关键思路：在多个账户中主用一个账户测试，主测创意，上新创意时3个一组创建实验，便于新广告期隔离新素材的内

部竞争，有助于新广告成长&拿到自身应有效果。

实验广告个数：3个 广告日限额：不限，计划日限额尽量高，避免影响跑量

Tips：测试素材建议2-3条广告，一般创意测试在1-2天内可迅速得到结果，并按照系统推荐进行全量。

下图实验广告2在拿量能力、点击率和下单率三个指标上均明显更优，建议按照系统推荐进行全
量，保留实验广告2继续投放，获取更大效果。



优秀案例——定向测试

定向测试：某游戏广告主

测试关键思路：拉长一到两周的时间观察效果，得到显著优胜的结论

Tips：测试定向要有耐心，拉长一至两周累积足够的数据，当系统提示显著优势时，将优胜的广告全量

测试定向建议只建两条广告，保证每条广告充分的曝光

点击率和激活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定向更为优质



优秀案例——出价测试

出价测试：某APP广告主

测试关键思路：启用新的优化目标时，采用实验进行公平对比，得到验证后即可放心使用。

Tips：oCPA出价测试建议多累计一段时间数据，当每个优化目标得到足够的转化量时进行比较（两周左右），给oCPA广

告充分的学习时间。

如下图实验，实验广告2选择oCPA优化激活，实验广告1选择oCPA优化次日留存。可以从结果明显看出，两个目标都对广告主的出价进行了

很好的达成，其中优化次日留存的广告表现更佳，获取了更多的次日留存量。由于次留是相比激活更后端的目标，因此判定实验广告1表现

更佳，建议全量。



优秀案例——全量过程

全量效果案例：某旅游广告主

测试关键思路：主用一个账户测试，主测创意，上新创意需要验证时2个一组建立实验。

Tips：创意测试较快可得到结论，一般实验2-4天左右，选择优胜广告全量，全量后可迅速起量拿到更多曝光和转化。

实验广告1点击率高、转化率高、成本低



附录：操作指引



操作指引

入口1：新建广告-右上角“创建拆分对比实验”

最多同时存在50个实验

入口2：工具箱-投放辅助-拆分对比实验



操作指引-新建实验

广告主可自由选择已有的推广计划或新建推广计划，并在该计划下创建实验。

*建议新建推广计划，将普通投放计划和实验计划分隔开，方便后续管理；新实验创建时，可勾选“智能放量”

*建议授权开启智能放量，系统会在根据广告投放效果判断出优胜广告后，智能倾斜流量，不再始终均分

*预算建议设置高一点（10000以上），减少因为预算导致的曝光控制，选择加速投放，尽量提升实验广告曝光速度

*合理命名：建议以“实验计划-测试目标（定向/素材/创意）-测试内容简称（定向名称/创意名称）-日期”命名计划，如 “xx传奇实验

计划-定向测试-付费/活跃定向-0910”



操作指引-投放设置

目前支持测试的变量：创意/定向/出价方式/自由变量

*一条实验下可创建2-5条实验广告，由于实验广告曝光会被拆分，建议创建两个实验广告（实验组vs对照组）

*投放时间：如无特殊情况（如凌晨、节假日无法监控等）选择长期投放，方便将表现符合预期的广告全量成普通广告。

 可看到每个实验广

告的预估曝光

 广告日限额会复用到所有实验广告上，如测试两条实验广告，日限额为1000元，

则每条广告每日最高花费为1000元，该实验每日最高花费为2000元



操作指引-测试创意

对实验广告1/2…5设置不同的创意，一条实验广告只支持创建单个创意（多图轮播算单个创意）

*素材尽量确保通过审核，否则当广告被拒审后，需通过编辑优化素材，实验会在所有广告过审后启动



操作指引-测试定向

 无论选择什么实验变量，广告主均可以对不同

实验广告给予不同出价，如对宽定向出高价，

窄定向出低价。建议初期使用实验时，对不同

实验广告出同样价格控制变量了解效果。

对实验广告1/2…5设置不同的定向，进行拆分对比实验。

定向测试TIPS

 不同的实验定向之间人群重合度要高，重合度

低会导致每个实验广告的曝光机会更少。

 实验定向和普通广告的定向之间人群重合度要

低，否则容易与自己账户的普通广告产生竞

争，导致实验广告曝光不出去。

 定向不要过于精准，根据系统判断人群覆盖

量，定向太窄的实验广告较难曝光出去。

定向设置TIPS



操作指引-测试出价

 CPC/CPM/oCPA的投放效果对比

 不同oCPA优化目标间的效果对比

（如激活oCPA和注册oCPA的效果差异）

 相同出价方式不同出价金额的效果对比

对实验广告1/2…5设置不同的出价方式及出价金额

推荐测试场景

 当实验变量为出价方式时，不同的实验广告可

以设置不同的出价方式，否则只能选择一种出

价方式。

 根据广告实际曝光的情况及时调整出价。让实

验广告尽可能都获取到足够的曝光量。

价格测试TIPS



操作指引-测试自由变量

 创意/定向/出价/…之外的广告信息为变量

 将分别验证过效果的优质策略-创意x定向x出价

-组合作为变量

 将扩量与否等新产品功能作为变量

对实验广告1/2…5设置不同的创意/定向/出价/…等广告创建阶段中所有配置信息作为变量测试

推荐测试场景

 当实验变量为自由变量时，无需建立单一对

照，广告变量不再受限。

 可自由设置监测部分，根据后端ROI的对比，

来综合解读实验结果。

自由变量测试TIPS



操作指引-其他设置

其他设置与正常创建广告无异，设置将应用到所有实验广告上

*版位：建议尽量测试一些曝光量较大的版位，否则广告容易曝光不出去。

*渠道包只能跟踪整个广告组的效果，而不能跟踪广告组内不同广告的效果，因此要提前接入付费等后续数据



操作指引-提交实验

为保证数据有效性，实验的定向/创意全部创建完毕，所有实验广告过审后，才会启动投放。在提交前请仔细核实实验的设

置——如果广告被拒，可通过编辑功能优化素材。

 实验创建成功后将进入审核状态，只有所有实验广告都

审核通过，实验才可如期开启

 实验生效相比普通广告会晚1-2小时，期间可能会有少量

曝光，并非是曝光不起来，请耐心等待



操作指引-报表查看

 在广告列表，广告主可以看到单条实验广告的数据，方便进行对数工作，实验广告将带有【实验】标识。

 对实验广告的编辑操作，请点击链接跳转到相应实验页面进行。



操作指引-报表查看

 广告主可以通过实验列表看到账户内进行/已完成的全部实验，并点击进入单个实验查看具体数据

 单个实验广告的操作可在实验报表中进行，为保证数据有效性，实验状态、日期及投放时间、广告日限额、出价等信

息可通过快捷编辑操作修改，投放中如广告被拒、更新渠道包、或对某些投放内容需进行统一更改，可在转入“管理实

验广告”列表后予以编辑操作。

 广告主可在此页面查看多条实验广告的数据对比，并通过自定义列选出更多想对比的数据。

 无论投放H5、或APP，都强烈建议上报后端数据（如表单预约、下单、激活、付费行为量…等），接入到投放端，系统

会结合前端、后端数据及转化率，基于全量广告推荐，方便更好地查看实验效果。



操作指引-报表查看

 全量推荐度：根据目前的实验数据充分性，系统会给到全量推荐度指标，分为1星到5星五个等级。实验数据越充分，

实验对比结论越可信，此时全量推荐度越高，反之则全量推荐度越低。当全量推荐度达到4星及以上时，此时已得到的

实验结论具备统计意义；当全量推荐度在3星及以下时，建议广告主继续实验，待全量推荐度提升后再观察实验结论，

一般需要1-3天。

 优胜广告：依据实验数据，当某条/某几条实验广告显著优于其他实验广告时，会判定该条/多条广告为优胜广告；

在智能放量模式下，系统还会对优胜广告倾斜更多流量；

建议广告主全量实验并将优胜广告置于开启状态——智能放量的广告仍需全量获取更多流量。



操作指引-实验全量

 当获得充分实验数据后，广告主可以选择全量实验，全量后所有实验广告将变为100%流量并产生竞争关系。

 建议将表现好的广告设为开启状态继续投放，将表现欠佳的广告设为暂停状态。

 智能放量模式下，同样需要通过全量实验，将系统倾斜曝光的优胜广告释放全量，放大广告优势。

 广告主需在全量时关注是否需要重新编辑投放日期（是否已到达实验结束日期），以保证广告正常投放。

 全量广告之后可在工具入口删除实验——全量+删除操作避免占到一账户内50个实验配额



操作指引-编辑功能

以下场景推荐使用编辑功能，帮助实验顺利启动、观察数据：

 审核未通过，实验无法进行时，通过编辑对创意、和落地页等予以优化；

 App类推广，需配置、或更新渠道包跟进转化效果时，通过编辑选取应用渠道包进行推广；

 必须对某些投放内容进行优化，如修改投放时间、活动细则、定向更新等非实验变量条件时：将所有实验广告均予以同样编辑修改（此

时请注意：不要因编辑修改增加实验变量因素，使得差异复杂化，难以得到有效结论）。

编辑功能入口：普通列表视图下，支持观察实验，不可编辑；

转入管理实验广告列表后，现已支持编辑 操作方式与普通广告一致，灵活方便



操作指引-复制功能

复制功能入口：普通列表视图下，支持观察实验，不可复制；

转入管理实验广告列表后，现已支持复制 操作方式与普通广告一致，灵活方便

广告复制后是一条普通广告，并非在实验条件下新增：

 复制后的广告默认位于当前实验广告所在计划内，可以选择放入其他计划、或者新建计划放入；

 复制后的广告名称默认是“原实验广告名称”-副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