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
时代的数字战略
如何在广告中运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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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人工智能 (AI) 已经改变了人们
在媒体购买与策划中能够实现
的成果、实现的方式以及衡量
成功的指标。本报告阐述了什
么是人工智能、在广告中运用
人工智能的策略，以及获取专
业知识、评估合作伙伴、与合
作伙伴共同利用人工智能带来
的机遇以实现最优业务效益的
最佳方法。

人工智能：想象与现实
在人们的想象中，人工智能经常出现在电影大片中。例如在

《2001太空漫游》中，人类被电脑操控；《黑客帝国》，多肢

体机器人为人类的命运而战；《她》，探索爱的意义（机器人

的爱）。

在现实中，AI其实和生活息息相关，并非那么遥不可及。人工智

能算法帮助IBM的“Deep Blue（深蓝）”和“Watson

（沃森）”机器人分别赢得国际象棋比赛和“Jeopardy”

智力游戏。语音控制助手可以为用户提供信息、娱乐，并控制

移动设备和家居设备。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信誓旦旦

地表示，将于明年开始销售自动驾驶汽车。1

    人工智能是一种
计算机能力，在合适
的时间、成功地、有
规律地以最少的努力
去选择并执行合适的
机器学习技术。

解读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处理特定的输入，然后交付特定的输

出。被提问特定问题和接收特定指示时，人工智能算法将

提供解决方案，并建议能够产生预期结果的行动。 

有时候，人工智能所解决的问题，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问题

，就算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人们也能够解决。例如，

匹配人脸图像、预测未来一星期的销售量，或者判断某人

的信用历史是否表明能够还清贷款。  

通过把问题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每个相关的输入都会经

过加权并得出一个解决方案。例如，识别人脸是一项综合

任务，包括评估下巴弧度、鼻子角度、瞳孔颜色等等，以

及评估一些与解决方案更为相关的因素。  

Xaxis产品工程副总裁及人工智能专家Sara Robertson表

示：“更大程度上，人工智能就像一张电子表格。”人工

智能通常与机器学习协同工作，因此算法变得越来越擅长

处理日益复杂的任务，例如模式识别和预测分析。机器学

习可以获取由一系列指令产生的结果，与预期效益进行对

比、评估，然后发回关于如何调整和优化的信息。而“神

经网络”（连接的计算节点共同提升处理能力）和“深度

学习”（帮助完善神经网络的理解）等处理能够带来进一

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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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实现“监督学习”——

由人类指出哪些结果更接近于预期结效益

（如右图）；或者“无监督学习”——经

过一段时间的人工指示后，人工智能算法

可以自主执行并调整结果。 

如今，人工智能以人们日常接触到的方式

应用于几乎所有行业中。它可以帮助搜索

引擎找到目标、为金融交易执行复杂的决

策、为Netflix等服务提供程序化推荐能

力。人工智能还可以协助内容策划、增强

网络安全、改进仓库的库存管理、协助销

售人员获取更好的销售线索，并辅助飞机

驾驶。

应用于广告的人工智能

在广告领域，人们以各种方式运用人工智

能以增强广告效果，用于寻找并确定受众

、完善有创意的信息传递(见图表页5)、

形成受众特征，并制定能够优化客户既定

目标的竞价策略。

Rakuten Marketing展示广告高级副总

裁Adam Grow表示：“人工智能有很多

看似很小的应用程序，正在为全球各地的

公司提供数字营销服务——从先进的消费

者定向与人群洞察，到高度个性化的广告

体验。”3

  人工智能在广告的应用：
监督学习 VS.无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训练人工智能模

型的数据，（包

含正确的答案）

例如：什么样的

出价可以竞得该

曝光量？

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的数据（不包含答

案）并观察结果。

例如：点击该广

告的人有什么共

同之处？

目前，大多数广告主并没有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全部能力，仅仅是用来完成简单的目

标。然而，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的远不止提升独立的成效指标。同时运用多个人工智能

应用程序时，它可以为数字广告策略带来重大转变，显着改善成果。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根据人工智能提供的独特时机和策略去构思、设计新的广告计

划。这要求广告主转变观念，完善并拓展他们的营销理念，并结合人工智能的运作方

式来开展新的活动。

人工智能最强大的、但基本上未被挖掘的潜力在于其更广阔的前景，以及能够不断优

化业务成果的能力，不止是优化简单的广告指标。

举个例子，一家汽车生产商想要增加销售量。为此，它评估了各个成果指标对该目标

的影响，并且对多个因素进行加权，例如网站互动、手册下载量和陈列厅访客量，从

而获取最终能够帮助实现目标的信息，并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不断进行优化，以

达到更好的成效，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市场营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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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工智能世界而设计的媒体策略 

程序化广告中的人工智能

程序化广告尤其适合运用人工智能。在程序化广告的世界中，

可以在零点几秒之间以及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竞价数十亿曝光量

，带来了一系列多因素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在人工智能的帮

助下才能有效地解决。

Xaxis首席执行官Nicolas Bidon表示：“如果没有人工智能

平台协助完成大量繁重的工作，就很难实现目标。获得的数据

量和竞价组合均呈指数增长，以至于仅依靠人工很难为客户制

定合适的媒体竞价策略。”

    在没有人
工智能平台
的帮助下，
很难制定竞
价策略以实
现特定的
成果。

数字战略正在发展

事实上，所有广告主都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人群传递合

适的信息，并且使用合理的价格。

然而在数字时代，很多广告媒体策略专注于那些看似具备有利

前景的目标受众。通过媒介、平台和屏幕为受众定制信息，如

有可能，也会考虑受众行为和地区因素。 

广告主投放广告传递信息、收集结果，然后优化各项营销指标，

例如播放完成率、曝光量、点击率 (CTR) 和有效展示费用 

(eCPM)。 

然而，没有一项测量指标能够完美地体现实际的预期目标——

销售量。例如，通过优化目标受众的点击率，媒体购买者可以

吸引很多“对的”受众前往某个网页，但这不一定是衡量销售

效率的标准。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算法在正确的指示下，可以帮助优化营销

计划以实现更高的销售指标。

根据人口特征、用户行为和地区分布来细分受众，是一个非常

有效的方法，但广告主仍然难以避免会错过很大一部分偏离标

准受众定义的潜在消费者。 

例如，一家高端家电制造商愿意花100美元来销售一台电器。

通过这种方式来评估——而不是使用人口特征或每千次展示 

运用人工智能、不带偏见或假设地去识别和定位潜在客户的数

字媒体策略，则会成功地找到客户，不仅仅是细分受众。 

(CPM) 等指标，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专注于优化电器营

销成本与该营销活动销售的电器销售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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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家高端家电制造商愿意花100美元来销售一台电器。

通过这种方式来评估——而不是使用人口特征或每千次展示 

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业务增

长，比如人工智能使量大、廉价的点击可以比通常意义上精准

昂贵的点击带来更好的业务效率。

另外，基于机器的竞价策略能够以非常精细的增量来执行大量

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反馈循环；而在这个循环中，效益

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不断提高，最终获得巨大的效益。

应用于动态创意优化 (DOC）
的人工智能 

模型
程序化专家负责
设计模型

测试
以小样本在模型
上投放广告

评估
根据结果评估投

放效益

学习
完善输入的数据
以提高效率

通过选择并完善创意元素
的组合和测试结果，人工
智能能够帮助改进动态创
意优化 (DCO)，不断提
高效益。配合技术熟练的
专业人员，应用于DCO
的人工智能以更低的成本
比人类创造出数以倍计的
更多的创意可能性。

变量
地区 内容颜色

实时测试，以获取最大价值，远远超出人类的能力。如果程序

化专家从1美元到2美元之间的五个广度增量来测试竞价，那

么人工智能可以在该范围内，以小于1分钱的数值为单位进行

1万次测试，从而精确地算出成本效益最高的竞价。

(CPM) 等指标，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专注于优化电器营

销成本与该营销活动销售的电器销售量之比。 



假设公司内部没有此类人才，营

销人员的任务就变成了如何选择

潜在的人工智能合作伙伴。 

成功的关键：
才能 执行基于人工智

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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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执行：

优化：

分析：

根据所要求的参数和预期业务
效益，设计一个独特的计划，
包括预测交付的可能性

在大数据集上运行复杂的模型，
生成效果预测并在需求方平台 
(DSP) 上定制竞价策略

改进人工智能的执行，使其更
加有效并获得更好的效益

分析报告中的人工智能结果。
这些报告采用独特的格式，能
够提供关于算法和配置有效性
的洞察。

使用人工智能的最大挑战是——

要以机器能够理解和正确操作的

方式来定义预期结果。

 

一个应用人工智能的广告竞价策

略，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当前广告

行业的程序化专家，并且能够：

（算法）需要根
据客户的业务进
行定制，这解释
了为什么擅长人
工智能的数据科
学家和工程师如
此受欢迎。”

要执行基于人工智能的策略，不

仅需要良好的营销时机，还需要

相关技能以处理复杂而精细的技

术。除了专业的营销知识，程序

化专家还需要运用数据科学和工

程方面的能力来制定策略，让人

工智能达到最佳效果。

科学家制定模型的基础，以确保
其合理性。包括：

设计POC（概念证据） 

根据POC测试算法 

处理数据 

确定输入和输出

随后，科学家将选择一种他们认
为有效的算法，进行完善和开展
实验，并且为工程师们的执行提
供建议。 

工程师需要做的是：

将算法投入实践应用

收集并进一步完善数据

使算法可重复执行

扩大应用规模

结合服务器运作，以确保算法有
能力处理接收到的需求 

制定方法以处理未被预测到的边
缘案例

为算法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科学家
的测试提出建议

虽然可以通过顶尖科学家社区免费
获取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很多最佳算
法，然而，想要巧妙地组合、定制

和应用这些算法，则需要非常专
业的知识。 

Robertson 表示：“你不可以只
是下载一个算法，就指望它可以
运作得非常好。它需要根据客户
的业务进行定制，这解释了为什
么擅长人工智能的数据科学家和
工程师如此受欢迎。” 

选择合作伙伴 

了解到上述的必要条件，他们需

要判断潜在合作伙伴是否能够： 

提供上万个运行过的机器学习模
型和算法示例

展示其人工智能布局所带来的收
益

证明其人工智能优于手动交易（
见案例研究）

处理多区域和多语言环境下的多
个竞争需求 

可能最关键的是，潜在合作伙伴必
须提供案例以展示如何定制算法，
不仅要实现客户的KPI，还有处理客
户独有的第一方数据。毕竟，这些
数据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的运作，
并为品牌带来竞争优势。 

Robertson指出：“复制软件可能
很容易，但复制某人的独有数据是
不可能的。算法定制为人工智能算
法提供了真正的实力，让算法变得
非常有用。” 

Xaxis产品工程副总裁
Sara 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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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一: TELCO 
运用人工智能进行重
定向，获得更优效益

该电信公司一直以来采用复杂的设置，并在一个程

序化广告平台上操控2000多个广告活动。同时，

优化成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手动修改，可能会

导致疏忽错误。

TELCO使用Xaxis的Copilot人工智能引擎来简化

设置和优化过程。Xaxis利用“人群的近因效应”

来优化重定向的出价，以获得强劲的成果。随后在

对照测试中评估成果。该解决方案在实现可视性目

标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广告成效。 

Copilot转化率 
控制组转化率 

转化率提高 

案例二: 奢侈品零售商  
算法优化为奢侈品牌产
生转换率

一家奢侈品零售商为其数字广告活动设下了独特的广

告支出回报 (ROAS) 目标，使用自定义的回归算法分

析日志数据，并预测成效更好的曝光率。Xaxis的AI

引擎——Copilot使用其“预测策略”(Predictor 

Strategy)寻找与广告表现最相关的特性，以推动更智

能的优化。表现如下：

效果:  
两次测试均带来了更强劲的表现，提高

了转化率和点击率。

手动操作

点击率增加 转化率增加 

与对照组相比，Copilot的转化率增加了一倍以
上。TELCO表示他们“对成效非常满意，并且

愿意在Xaxis投入更多预算”。



[1]  https://www.fastcompany.com/40516928/gm-is-leading-the-self-driving-car-race-while-tesla-lags-far-behind-report-says

[2]  http://www.wired.co.uk/article/how-do-netflixs-algorithms-work-machine-learning-helps-to-predict-what-viewers-will-like

[3] https://martechtoday.com/value-apply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display-advertising-199306

[4]  

“From CPMs to Measurable Outcomes: Rethinking How Advertising is Bought, Optimized, and Evaluated“

www.xax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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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类能力，完成更出色的工作
评估应 用于数字媒体策划与购买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它是否能够帮助人类改进工作，是否超越了程序化专家在相同时间和成本下独自
完成的工作？

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人类更好地完成人类最擅长的创造性、分析性工作。

基于技能熟练的专家的知识和直觉，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优化简单的指标，并且可
以优化多种有助于使用更加有效的方式实现战略效果的因素。

它有助于推动品牌取得预期的成果，也是品牌通过新型的、精妙的、经过改进的
方式实现销售量的重要因素。

人工智能帮助品牌广告主充分利用海量可用数据，结合独有的数据以及对客户的
了解，实现最优效益。

Xaxis是一家结果导向的媒体公司。把独特的品牌安全媒体资源、无与伦

比的程序化专业知识以及360度全面数据与专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

帮助全球品牌实现数字媒体投资效益。Xaxis公司在北美、欧洲、亚太、

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等47个市场提供一站式程序化服务。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浏览

了解结果导向型策略如何运用

人工智能改变广告购买、优化

和评估的方式。

了解Xaxis的全新程序化广告AI工具

Copilot。该工具使用可定制的人工智能

策略帮助广告交易方获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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