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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动态创意



什么是动态创意01

如何通过创意
提升广告效果？

图片和文案
如何组合最好？

哪个风格的创意
能吸引受众？

哪个类型的文案
更容易吸引点击？

如何提升
创意点击率？

如何把预算花在
最好的创意上？

创意推广难题



什么是动态创意01

人力投入大，运营效率低

人工匹配图片/视频/文案等创意元素，测试对目标受众和推广商品效果最佳的创意组合，测试周期长

手动创建多个广告，操作复杂，费时费力

质量优化难，效果不稳定

人工组合难以覆盖所有情况，难以根据广告数据定性分析创意优化方向

人工监控难，优化跟进慢

运营时刻监控创意数据，手动关停劣质创意，难以追赶多样的竞争环境变化

人工把控的结果容易误操作，导致部分优质创意失去曝光的机会，创意利用率低

探索优质创意，提升广告效果的三大难题



什么是动态创意01

广告主自助多个上传图片/文案/视频等元素

N个图

M个视频

L个文案

自动组合成多个创意，为每个受众智能优选最佳创意展示

动态创意广告：智能组合+智能优选



什么是动态创意01

效率

系统自动组合图片/视频/文案等元素，
秒级生成多个创意组合

质量

系统智能根据竞争环境和受众特征优选最佳创意
告别“人工盯盘”，系统自动优化，每一次的最优展示积累成广告效果的整体提升

效果

优质创意最大发挥价值，创意优化有方向
给对的人展示对的创意，提升创意利用率

动态创意广告：效率,效果,质量的三赢



有什么优势



动态创意广告相比普通广告的优势2.1

动态创意广告 普通广告

适用对象 所有行业 所有行业

定向 自助选择/自动扩量 自助选择/自动扩量

出价方式 CPC/oCPA/CPM CPC/oCPA/CPM

版位
手Q空间feeds，浏览器，腾讯新闻，腾讯视频，移动联盟等
（持续拓展微信等流量）

手Q空间feeds，浏览器，腾讯新闻，腾讯视频，移动联盟，微信等

创意组合 上传元素，系统自动组合 上传手动组合的创意

创意候选池
系统组合覆盖所有情况（单广告最多可达27种创意组合），探
索空间更大

手动组合难以穷举

创意优选
系统为每个受众展示综合效果最优的创意，劣质创意逐渐无量，
优质创意脱颖而出，量变积累成质变，提升广告整体效果

无系统优选，人工监控和关停，时效性和准确性难以保障

落地页
1.可使用蹊径/枫页等落地页制作工具；
2.可手动输入落地页

1.可使用蹊径/枫页等落地页制作工具；
2.可手动输入落地页

投放渠道 e.qq.com投放端、Marketing API、MP投放端(敬请期待) e.qq.com投放端、Marketing API、MP投放端

投放方式 上传创意元素，生成多个创意，归属一条广告 上传多个创意，分别创建多条广告，设置多次广告信息

原材料一样，比普通广告更高效，智能！

高效

智能

智能

高效



动态创意如何智选创意2.2
受众与创意的相关性

通过理解每个创意的特征，强化点
击预估，让对的人遇见对的创意

受众历史点击/转化行为 创意自身效果数据积累

点击/转化佳的创意有机会
获得更多曝光，成本跑飞的
创意减少曝光，优质创意发
挥更大的价值

“过去”助力“未来”，
历史行为加速创意优选效率

广告请求 智能优选 创意展示



动态创意全过程2.3



如何使用



如何使用动态创意3.1

1. 选择推广目标：

目前支持动态创意广告的推广目标类型有：
网页，网页（电商推广），安卓应用，iOS
应用，安卓应用（联盟推广），QQ消息，
本地门店，NOW直播，QQ浏览器小程序

动态创意广告目前在eqq投放端支持投放，同时支持新老投放流程



如何使用动态创意3.1

2. 选择广告形式：
选择动态创意广告形式，并选择投放版位



如何使用动态创意3.1

3. 创意上传：针对每个创意元素可上传多份

可一次性上传多个图片，图片可自定
义上传或通过快速制图工具等生成

可一次性上传文案，支持动态词包



如何使用动态创意3.1

4. 创意上传
如：选择投放腾讯新闻16:9图文，上传3图2文，生成6个创意



如何使用动态创意3.1
5. 广告审核通过后，系统开启自动探索模式，优质创意效果凸显，劣质创意自动关停，

在创意管理界面可查看分创意数据



探索状态和智选广告



动态创意探索状态说明4.1

系统不断在为广告的目标受众探索优质创意，随着广告数据的累积，系统在提升广告效果的同时，创意数据也不
断积累，此时各个创意也逐渐完成探索过程。

动态创意探索状态展示的是动态创意广告下每一个创意的探索状态，包括待探索，探索中以及探索完成状态。对
于探索完成的创意，系统会同时展示探索的结果。

动态创意广告
创建成功

创意完成审核，
进入待探索池

系统对待探索池的
创意进行探索

探索完成，展示每
个创意的探索状态

目前功能正在灰度中，您可以联系您的运营经理申请优先内测



动态创意探索状态说明4.1

状态展示 状态含义 可进行操作

待探索 该创意处于待探索池中

1. 为了避免对系统的探索过程造成影响，
此时不可手动操作创意的暂停/开启

2. 可编辑广告创意，包括更换审核不通过
的创意等，我们强烈建议您除非创意审
核不通过，否则不要进行编辑操作

3. 若您不希望广告继续播放，可通过操作
广告进行暂停

探索中 该创意的正处于系统自动探索中 与“待探索”可进行的操作一致

探索完成，成本最佳
该创意已完成探索，成本达成在所有创意中最
佳

1. 建议该创意保留继续投放
2. 由于探索完毕，为避免影响后续效果，

您不可再编辑广告创意

探索完成，效果最佳 该创意已完成探索，成本达成及转化量皆佳
1. 建议该创意保留继续投放
2. 由于探索完毕，为避免影响后续效果，

您不可再编辑广告创意

探索完成，效果不佳 该创意已完成探索，效果在所有创意中不佳 建议不再投放

探索失败，数据不足
由于该创意在探索期未积累足够数据，因此探
索失败 建议不再投放



动态创意探索状态说明4.1



智选广告4.2

智选广告是动态创意广告下的优质广告创意培优的一个功能。
创建动态创意广告，若勾选了智选广告功能，当系统探索出效果最佳的创意后，系统会以这个最佳的创意为基础
，自动生成一条智选广告。智选广告的定向、出价等信息与原广告一致。
智选广告生成后，由系统自动审核，审核通过后处于暂停状态，您可以在需要时进行广告开启。

智选广告生成后，在广告列表可见，并有“智选”的小logo，广告名称会在原有名称基础上添加“智选广告”



广告主案例和方法总结



金融广告主案例

代表广告主：小米贷款，分期乐
广告主开通动态创意功能后，创意上新以及日常广告投放中均使用动态创意广告，能高效探索出优质的创意组合，并有效提升广告效果。
投放总结：
方法一：初期海量探索
新账户开通初期，通过大量创建动态创意广告，快速探索出优质创意方向，一般精选几个优质文案，搭配几个新图片，对比以往创建多个广告测试的方式，能快速确立优质图片和文案的组合。

方法二：以老带新，有效探索
在一条动态创意广告中，选取账户历史优质文案搭配若干新的创意图片，同时搭配若干探索过的历史优质创意图片。用已验证效果的优质图片和文案带动效果，探索新的优质组合的同时，广告效果
也得到有效提升

方法三：优中择优，效果更佳
精选账户中某一版位最近7天投放效果较佳的几个图片和几个文案，组合在一起，创建动态创意广告进行投放，设置较高价格并加大预算，能快速抢量，探索新的优质创意组合，系统在一批优质创
意中为受众进一步优选出更优的组合进行展示

投放效果：
•广告效果提升：广告起量快，拿量能力强，单广告消耗可达10W+，平均下单成本大幅降低7.2%
•创意有效探索：优选效率高，动态创意广告优选出的优质创意，在曝光，消耗和下单成本等数据表现良好，持续为广告贡献曝光和转化，与劣质创意拉开差距

分期乐示例

4.1



旅游广告主案例

代表广告主：小猪短租
小猪短租在开通动态创意后，初步测试动态创意广告效果，随后铺开到全账户中，广泛使用动态创意广告进行投放，能快速把握优质图片的方向，发挥优质创意
组合的优势，广告起量更快，跑量更多，成本更低！
方法：精选文案，搭配新图片
•精选账户历史上跑量好，点击率佳的广告文案，与新图片进行搭配，寻找新的优质创意组合。结合动态词包进行推广，广告文案方向不同，但做到搭配图片均可
投放的效果，保障文案与图片组合不会产生歧义
•通过动态创意探索出来的好的创意组合，继续保留在原广告中持续跑量。与此同时，探索出来的优质创意可与不同的定向/人群包进行搭配，进一步探索与人群最
为match的创意组合

投放效果：
客户反馈：能非常快速高效地探索出优质图片的方向，系统优选出的创意CTR和CVR都较优，且成本符合预期，可为后续投放提供指导

小猪短租示例

4.2



step1 step2

step3

4.3 方法总结



附录——投放版位支持



老投放流程支持版本列表-1

创意形式 广告版位 描述

1000×560单图(文) QQ空间、QQ、浏览器 QQ空间、看点、动漫及浏览器等优质广告位

960*540单图(文) 腾讯视频 首页专栏、热点视频流、焦点图

1280×720多图（文） 移动联盟 移动原生广告位

1280×720视频 feed+手Q feed+手Q 1280×720视频

640x360单图(文) 腾讯新闻 新闻信息流

640x960单图(文) 移动联盟 开屏广告位

720x1280视频 QQ空间及QQ QQ空间、手Q看点沉浸视频流

960x274单图(文) 腾讯新闻 腾讯新闻 960x274

960*540视频 腾讯新闻 新闻信息流

14字文字链 应用宝移动 应用宝全场景

附录



创意形式 广告版位 描述

640×288单图(文) 浏览器+手腾
浏览器、手腾网、手机QQ资讯信息流、咨询文章页等

640×288

230×152单图(文) 腾讯新闻 新闻信息流、微信新闻插件信息流、手Q新闻插件信息流

900×500单图(文) QQ购物消息广告-单图文 手机QQ单图文消息

1280x720视频 腾讯视频 移动前贴片

1080x1920单图(文) 腾讯视频 腾讯视频静态闪屏

147×147单图(文) QQ及QQ空间
手机QQ附近的人、QQ天气消息页广告、移动Qzone沉

浸视频流广告位

240×180单图(文) 手Q+浏览器 看点、兴趣部落、浏览器信息流等

800x1200多图（文） 移动原生 原生广告位

1080×1920多图(文) 移动开屏 开屏广告位

960*540视频 腾讯视频 热点视频流

附录 老投放流程支持版本列表-2



创意形式 广告版位 描述

1080×606单图(文) 天天快报 资讯信息流

960×274单图(文) 腾讯视频 首页专栏、热点视频流

640×960单图(文) QQ 浏览器 悦图

354×222单图(文) 天天快报 天天快报原生左文右图、随播广告

498 × 280单图(文) 腾讯视频 腾讯视频播放详情页

960×540视频 天天快报 天天快报资讯信息流、沉浸视频流

72x72单图(文) 手机管家及WiFi管家 卡券发放

960×540视频 腾讯新闻、腾讯视频 腾讯新闻、腾讯视频信息流

附录 老投放流程支持版本列表-3



创意形式

横版大图16:9

竖版大图9:16

横版视频 16:9

竖版视频 9:16

通栏大图

16:9 横版小图

3:2 横版小图

贴片视频 16:9

4:3 横版小图

附录 新投放流程支持版本列表

目前新流程中，动态创意广告支持QQ、腾讯信息流、腾讯音乐版位，腾讯视频与腾讯新闻版位，优量汇版位

创意形式

1:1 方形小图

全景广告

卡券广告

QQ消息-基础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