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获取真正用户的
绩效型网络达人营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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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成立背景

现在的市场推广负责人
员都考虑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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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成立背景

如果你对推广有这样复杂的烦恼

那就来找我们吧！

4

ADpick 成立背景

可解决所有的烦恼
欢迎来到Ad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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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at is ADPICK?

AD + PICK!
ADPICK，是通过社交网络达人们进行内容发布的行为，
在SNS上自然、巧妙自然的对各个广告主的产品进行介绍，以此来轻松获取真正用户的
世界首款绩效型网络达人营销平台。

广告主

ADpick

APP或游戏
品牌
电影

Native +

Campaign

CPI

Facebook 运营者

CPC

cafe/论坛活动

博客

CPV

高级博客

cafe/论坛

YouTube

YouTube

CPS

产品

CPR

活动

etc..

Campaign 执行

社交网络达人

拥有很多粉丝的社交
账号

Campaign 设置

Campaign 选择

玩家

SNS

Naver知识人
线上媒体

介绍活动

真实玩家
引入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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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话题指向性

社交媒体推广要素
Viral， WOM， Branded， Community

Viral Marketing

WOM(Word of Mouth) Marketing

-

-

用低成本化信息类
Campaign(Native AD) 推广自然性。

可解决以上所有要素的推广平台

ADPICK！

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品牌/产品的话题性。

口碑传播(介绍/评论)效果最大化。
玩家自发行为
促进Campaign 信息的传播。

品牌指向性

消费者指向性
Branded Community

+ 多角度统计/报告表！

-

通过品牌主导性玩家的社交网络

-

-

有共同兴趣的社交平台上
通过介绍/评论等

把产品和玩家联系起来

+ 3阶段作弊管理系统！

Community Marketing

通过线上社交关系对玩家进行促销活动

形成产品的积极的共同点

关系指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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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宣传伙伴

460,000+

남자 65%

여자 35%

进行的Campaign

数据体现

ADPICK

2,800+

CPI

CPV

eCPC

CPA

..etc

커뮤니티 SNS

..etc

介绍 Campaign

1,000,000+
转化成果

1,2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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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

BLOG

지식IN

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CPI

CPV

cost per install

cost per Video View

APP下载并激活

观看一次制作的视频Campaign计费一次 (两种)

为了导入真实玩家的非激励推广产品

Type A) CPV-F : Facebook型 > 把视频资料在Facebook上发布并扩散 (SNS 点击量保证)

使用3rd party tracker联动统计

Type B) CPV-Y : YouTube型 > 通过多种线上媒体的视频营销提高 YouTube视频的观看次数 (YouTube 点击量保证)

= (MAT ， AppsFlyer， Adjust， ， Adbrix， PartyTrack， Kochava， Toast， F.O.X， etc..) 提供点赞， 评论， 分享等Engagement(参与度) 及观看次数等详细报告
导入玩家的次留/ROAS管理及提供点击/转化/评论等多角度报告

* 活用例子) 电影预告片， 品牌， 电视剧， 娱乐节目， VCR， 产品等营销视频大量扩散

* 活用例子) 手游， 商务， 生活等多种APP服务引导安装推广产品

一眼了解
ADpick
所有广告类型

eCPC

CPPR

Enhanced cost per Click

cost per PRE-reservation

按照有效点击计费产品

获取事前预约玩家

通过短时间内迅速的线上口碑传播，把真实用户导入到指定网页 (所有媒体都可实现)

通过线上评论Campaign的服务/产品，上线前获取真实玩家 (两种)

通过出处内容，可确认扩散过程

Type A) 游戏的事前预约 : 游戏上线前(一般2~6周前) 事先获取大量玩家

* 活用例子) 通过媒体报道， 单发性活动， 体验， 文化Campaign等各种活动的信息化评论

Type B) 各种 Campaign 事前预约 : 除游戏以外的产品/服务/文化Campaign等，通过预约获取用户

把大量用户导入指定网页

*活用例子) 游戏上线前获取玩家，单发性活动/体验/演出/演唱会/其他产品上线前
通过事前预约大量获取参与者以及营销认识度上升！

Coupon Type

CPS

Targeting

CPR

Cost per sales by coupon

cost per REACH

使用代金券计费产品(网页的代金券使用功能必备！)

针对目标玩家 Campaign 保证型计费产品

代金券使用方法和产品的介绍在所有媒体上大量宣传

通过ADpick社交网络达人运营的Facebook网页关系网传播信息类Campaign视频和图片资料

导入实际使用代金券的玩家

进入网页基准精准定位：网页分类 / 性别分类 / 年龄比率 (保证型)

* 活用例子) 通过线上多种产品和代金券信息扩散促进消费

Campaign 终止后，所发布的视频和图片资料一直存在，形成二次营销
*活用例子) 报道， 活动， 电影预告片， 品牌， 电视剧， 娱乐节目， VCR， 预热视频等多种信息类 Campaign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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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真正事先Native AD
产品和进行的 Campaign通过Adpick合作伙伴自发性地
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并宣传产品和活动

博客

Facebook

Naver知识人

从博主的实际经验出发，
撰写与博客主体关联的
详细内容的评论，并发布

分享给那些拥有众多粉丝的页面
或账号，使用以图片、视频
为主的直观的信息进行传播。

对于各种提问内容进行针对性的回答
并在答复内容中加入介绍来进行推广活动。

SNS

Online CAFE

论坛

根据该论坛的性质及会员们的关注点来进行
针对性的推广活动。

根据游戏、旅游、女性、搞笑等社群的不同性质及
访问者的兴趣点来进行
针对性的推广活动。

在Kakao Story、Band等SNS渠道，
通过分享和口碑营销活动
来实现向更多人传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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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1. 推广伙伴教育和管理

严格管理

事前教育并指导宣传方式
产品介绍方法和执行时禁止的行为

推广伙伴们的宣传行为

宣传规则的同意及引导
实施推广伙伴等级制度

对推广伙伴们的准确教育及人工检测管理系统

2. 系统化检测

加上多年对转化特点的分析实现24小时事实检测管理

防止作弊 / 转化特点分析系统
防止非正常的转化率及重复转化

禁止发布非法内容

3. 人工检测
运营部全时间检测
每一次推广内容的审核
推广伙伴们的SNS媒体事前登录

推广伙伴之间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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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准确的数据追踪系统
效果分析报告
点击数， APP安装数， 新增会员数， 视频观看次数， (※)次留， (※)支付率等
可确认每一个产品的效果分析数据
提供口碑传播的出处和内容的详细数据
(联动Tracking Tools : MAT， AppsFlyer， Adjust， Adbrix， PartyTrack， Kochava， Toast， F.O.X， etc..)

Adpick广告报告里将会提供一下数据

每日数据

Conversion

Referer

点击量

下载 IP

Campaign 执行日

转化量

Transection ID

Campaign 登录媒体

转化 率

设备信息

登录内容确认 URL

次留

设备版本

支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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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通过玩家 LTV 分析
提高对质量的管理
分日期的转化量，次留， 账号登录率， 支付次数/率，
特定活动的点击率等数据为基础
实行多角度实时追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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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实时提供统计报告系统
执行数百个视频 Campaign

证明通过Facebook的病毒式营销效果
提供日期/时间对比 发布次数和反映(点赞，评论，分享수)， 分用户(性别和年龄)，

确认正在发布的Campaign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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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 观看视频用户的性别 / 年龄数据 >

< 提供实时反馈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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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介绍 – Why ADPick?

1. 合理且高效率

根据推广成果结算
2. 精确的统计和多角度广告报告

执行过程和结果可实时监测
3. 利用所有线上社交平台

Campaign类型广泛且信息扩散快

so，

4. 强大的检测管理提高Campaign制作质量

Why ADPICK?

真实玩家粘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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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pick 服务概要
3. 服务内容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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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DDM公司介绍

ADpick 产品类型

ADpick 推广流程

ㅍ

ADpick 宣传伙伴

460,000+
1. Campaign 设置！

2. 46万名社交网络达人

3. 普通玩家在线上看到产品介绍后进行下载并激活
ex) 安装并激活 / 视频播放3秒以上 / 事前预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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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时效果报告

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1

테日즈크래프트
推广期限 1个月
转化数 100，948件

CPI

Campaign生成 1，123件
日平均转化 3，500件

手机 APP的非激励 CPI

1. 下载并激活计费的Cost Per Install
2. 可获取真实玩家Non-Incentive CPI
3. 精准统计，必备3rd party tracker

4. 与全球主流 3rd party tracker(※) 都有联动
案例2

= 导入玩家的次留，ARPU等主要数据报告

天堂M
推广期限 1个月
转化数

60，716件

Campaign 生成

378件

日平均转化 2，500件
(※)

已联动的Tools : MAT， AppsFlyer， Adjust， Adbrix， PartyTrack， Kochava， Toast， F.O.X，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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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2

롯데월드

CPV-F

发布数 102件
目标 110万 view
达成 379万(344%)
期限 1日(目标达成)

视频扩散 CPV-Facebook

参与 185，949件 (点赞+评论+分享)

1. 把视频资料在 Facebook各渠道发布并扩散，提高其播放量
2. 播放量保证型产品，可有效防止作弊或非常规点击
3. 可达到100万/daily View以上！！

案例1

4. Facebook的视频播放政策是，视频播放3秒以上才会记一次有效播放

하늘보리

5. 不是“sponsored”方式，可在timeline直接更新视频，获取真实活跃用户

发布数 90件

6. Campaign 终止后，已发布的资料一直会保留，形成二次宣传

目标 60万 view

7. 针对Engagement(参与/反应)提供多角度报告

达成 113万(189%)
期限 1日(目标达成)
参与 15，650件 (点赞+评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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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1

CPV-Y

걸그룹 P.O.P
Campaign 924件
目标 10，000view
达成 13，500view

视频宣传+提高YouTube 播放量

期限 3日

CPV-Youtube
1. 通过病毒式营销提高YouTube Original Video 播放量
2. 在多种线上渠道(Blog，CAFE，SNS 等)上宣传视频并实现自然推广
3. 与植入式视频相比，在介绍产品上更直观，并过去对产品感兴趣的真实用户

案例2

4. Campaign 终止后，一直保留原推广内容，形成二次营销

유동골뱅이

5. 根据广告主 KPI，可保证 YouTube 播放量

Campaign 2，545件

目标 40，000view
达成 57，135view
期限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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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1

eCPC

뉴발란스
日程 2017.6.20~06.23

可实现口碑传播的社交 eCPC

目标

107，500 点击

日最高

30，024 点击

日平均

1. 通过博客， CAFE和SNS等迅速的口碑传播

生成内容

2. 点击链接后，跳转到指定页面后记一次有效转化

25，000 点击
891 件

3. 有产品详细介绍页面的话，任何形式的服务都了进行
4. 点击并实现转化后，可追踪准确的出处，评论内容和宣传过程可实时确认

eCPC特点
- 系统精准逻辑，实现准确的有效转化的 Enhanced CPC

案例2

- IP 和 device重复点击或 iFrame 等非正常点击是无效转化

매그넘 活动 点击型

- 点击跳转到指定页面，且5秒以内退出的算无效转化

日程 2017. 4. 18 ~ 5. 9

- 流失率非正常的高时，链接将自动失效
- 提供跳转到指定页面后，玩家平均保留页面时间报告(预计)

目标

150，000 点击

日最高

59，040 点击

日平均
生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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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7 点击
1，354 件

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1

다크어벤저3

CPPR

期限

1个月 基准

转化量

21，832 件

TYPE 1

日最高

1，995件

游戏上线前做事前预约可提前获取真实玩家

日平均

546件

Campaign 生成

629件

1. 通过Adpick(SNS， 论坛) + 手机DA网络
韩国最大规模开放式事前预约平台
2. 与现有的封闭式(事前预约APP)不同
开放型(Online+DA) 预约获取更多的真实玩家
3. 事前预约需要在指定网址里植入相应的API

案例2

4. 事前预约是通过线上的病毒式营销所结合一起做的，其提高期待性和认识度

펜타스톰

以及增加事件营销效果

期限

1个月 基准

5. 与IMP， Click数量无关，事前预约是按照实际玩家登陆为计费。

转化量

60，743件

日最高

6，941件

日平均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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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9件
1，296件

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1

제주항공

CPPR

TYPE 2

通过上线前的活动获取事前预约的玩家

期限

1周

转化量

4，001件

日最高

1，920件

日平均

1. 产品上线前预热为目的

667件

Campaign

- 未上线产品的事先推广

2，024件

- 展示会/演出进行前的预热
- 活动/促销事先宣传 (ex.飞机票特惠等活动)

2. ADpick 社交网络达人会在线上渠道宣传未上线产品，并评论和扩散
使得让感兴趣的用户到事前预约页面上申请
3. 针对注册过事前预约的用户，上线当天会统一发SMS短信提醒，把推广效果最大化

案例2

- 发送短信时，可把广告主想法的 landing page URL一起发送

VSL#3 베이비

ex) 产品购买页面 / 展示会， 演出预约购买页面

期限

4. 通过报告可查到预约申请的用户的性别、年龄等信息
上线后，可在制定推广战略和方向时使用

10天

转化量

1，392件

日最高

100件

日平均

35件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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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件

ADpick 产品类型

CPS

利用代金券引导购买行为

1. 通过发放代金券引导产品或某一服务的用户进行购买行为为目的

3. 生成代金券的方式有3种

2. ADpick 社交网络达人会在线上媒体上发布使用代金券方法的内容，并进行自然传播

- 广告主自行生成后提供给 ADpick

让感兴趣的用户看到发布的内容后自行进行购买行为

- Adpick 会任意提供

ex) 会员注册后第一次购买，会奖励低价代金券等

- 广告主通过API实时提供

ABCD-1523-12BB

1. 在Adpick页面设置Campaign

2. 社交网络达人在不同的线上媒体上发布并做评论活动
(代金券 or 链接一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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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玩家跳转到页面后，利用代金券进行消费时会记一次有效转化！

ADpick 产品类型

案例1

案例2

배달통

피자헛 더블박스

期限
转化量

约 1个月

期限

7个月+

880件

目标

无限制

日最高

132件

日最高

日平均

80件

日平均

生成Campaign 52件

购买 528个

74件

生成Campaign 4，56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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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产品类型

CPR

针对目标用户的 Campaign扩散

1. ADpick 社交网络达人通过Facebook 页面 timeline发布视频和截图
2. 根据账号页面信息可精准定位用户 – 页面分类 / 性别比例 / 年龄比例
3. 设置好预定的目标用户， 社交网络达人会把Campaign(视频/截图)直接再Facebook Timeline上更新
真正的 Native 广告
4. 实时并多角度提供Engagement(参与/反映)报告
5. Campaign终止后，一直保留原内容，形成二次营销
6. 根据广告主 KPI保证完成数

总页面数 : 2，600多个
总 Followers : 9，000万
Facebook 分类推广
分性别和年龄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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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产品类型

分产品的价格表

(※Net Price基准)

MAX

最小执行预算及平均单价

游戏App 玩家导入型

50，000 件+

1，000万韩币 / 3，500韩币

手机游戏

非游戏App 玩家导入型

50，000 件+

1，000万韩币 / 2，500韩币

商务/生活/购物 APP
딥링크 지韩币가능

CPV-F Facebook 视频播放量

10，000，000 Views+

1，000万韩币 / 20韩币

产品/服务， 文化Campaign 等
品牌 认识度 上升(视频播放量)

CPV-Y YouTube 视频播放量

100，000 件+

500万韩币 / 100韩币

产品/服务， 文化Campaign 等
品牌 认识度 上升(视频播放量)

eCPC

有效点击型

100，000 件+

500万韩币 / 200韩币

短时间扩散活动和促销

CPPR

事前预约型

100，000 件+

1，000万韩币 / 1，000韩币

游戏及产品/服务 上线前 事前预约

代金券型 CPS

代金券使用 购买型

5，000 件+

协商后确认

时尚/化妆/饮食/生活用品 等

目标性 CPR

Facebook 目标达成型

10，000，000 +

500万韩币 / 5韩币
(※目标定位协商)

产品/服务， 文化Campaign 等
品牌 认识度 上升

CPA

简单的会员注册型

5，000 件+

协商后确认

PC 线上游戏 等

广告类型

内容

CPI

(※最近月平均成果为基准)

(※可协商)

(Cost per Install)

CPV

(Cost per video View)

(enhanced Cost per Click)

(Cost per Pre-Reservation)

(Cost per Sales by Coupon)

(Cost per Reach)

(Cost per Acquisition)

※根据广告执行的预算和期限等因素，广告价格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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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执行期限 1个月)

对象

1. ADpick 成立背景
2. ADpick 服务概要
3. 服务内容构造
- CPI， eCPC， CPV， 事前预约， 目标性 CPR， 代金券型 CPS
- 分产品的成功案例
- 分产品的价格表

4. 推广案例
- 线上 分渠道 推广案例

5. 广告执行 / 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6. ODDM公司介绍

ADpick成功案例 : Game App

(Non-Incentive CPI+激活型)

Supercell – Clash of Clans

King.com – Candy Crush Soda

비알게임즈 - 테일즈크래프트

셀바스 - 타운스테일

펀셀 – 전장의 날개

执行期限 : 7个月

执行期限 : 2017.03 ~ 执行중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50，000件 以上

总转化 : 7万 3千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3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35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4，3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100件 以上

넥슨 – 다크어벤저3

执行期限 : 1个月

执行期限 : 2个月+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3，700件

总转化 : 1万 7千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8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6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20件 以上

엔씨소프트 – 리니지m

执行期限 : 2个月+

执行期限 : 1个月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10 万 件 以上

总转化 : 5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3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500件 以上

넥슨 – 테일즈런너

执行期限 : 4个月+

执行期限 : 2天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9万 8千 件 以上

总转化 : 1万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2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4，2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47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57件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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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成功案例 : Game App

로스트테일

다이브

아이테르:천공의 섬

넷마블 - 펜타스톰

(事前预约)

리니지M

执行期限 : 1个月

执行期限 : 约 2个月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3万 9千 件 以上

总转化 : 9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800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300 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900 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4，500件 以上

다크어벤저3

执行期限 : 3天

执行期限 : 约 1个月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10，000 件 以上

总转化 : 2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7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56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9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620件 以上

클래시오브 클랜 업데이트

执行期限 : 5天

执行期限 : 15天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1万 件 以上

总转化 : 5万 2千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7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100件 以上

루디엘

执行期限 : 约 1个月

执行期限 : 约 1个月

设备 : iOS， Android

设备 : iOS， Android

总转化 : 6万 件 以上

总转化 : 7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1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5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2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800件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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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成功案例 : Util App(非游戏) (Non-Incentive CPI+激活型)

코미카

Adways - 예약톱텐

쿠차 - 쿠차

티몬 - 티몬

우먼스톡

执行期限 : 3个月

执行期限 : 20个月+

设备 : Android

设备 : Android /iOS

总转化 : 8万 5千件 以上

总转化 : 52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5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3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万 件 以上

위즈덤 하우스- 저스툰

执行期限 : 28个月+

执行期限 : 3个月+

设备 : Android /iOS

设备 : Android

总转化 : 15万 1千件 以上

总转化 : 1万 2千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5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58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2，0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70件 以上

에듀윌 – 에듀윌 합격

执行期限 : 18个月

执行期限 : 6个月

设备 : Android /iOS

设备 : Android /iOS

总转化 : 25万 件 以上

总转化 : 31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5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4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7，6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7，600件 以上

버즈빌 - 허니스크린

执行期限 : 7个月

执行期限 : 20个月

设备 : Android /iOS

设备 : Android /iOS

总转化 : 16万 件 以上

总转化 : 23万 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600件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45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67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300件 以上

33

ADpick成功案例 : Brand/产品 推广型 (eCPC)

바이오일레븐 - VSL#3

스니커즈

매그넘 아이스크림

모메이

뉴발란스

执行期限 : 3个月

执行期限 : 24天

总转化 : 10万 点击 以上

总转化 : 约 4万 3千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8，000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500 点击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万 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100件 以上

네이버폴라

执行期限 : 2天

执行期限 : 2个月

总转化 : 1万 5千 点击 以上

总转化 : 7万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1万 5千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6，000 点击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8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6，200件 以上

비트

执行期限 : 20天

执行期限 : 3天

总转化 : 16万 点击 以上

总转化 : 3万 2千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5，100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710 点击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3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100件 以上

씽크네이처

执行期限 : 24天

执行期限 : 3天

总转化 : 约 4万 3千 点击 以上

总转化 : 5万 8千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2，500 点击 以上

日平均转化 : 约 570 点击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100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000件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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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成功案例 : Branding 电影/视频

(CPV )

KB금융 - 세상에서 가장 평범하지万

执行期限 : 2015.11.18

위대한 그 이름

目标 View : 150万 view

电影 <겟 아웃>

대명리조트 - 오션월드

롯데월드 플라이벤처

电影 <재심>

执行期限 : 2017.01.11
目标 View : 166万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5，635，185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 4，187，899 view

达成率 : 375.7%

达成率 : 251.3%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4韩币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2韩币

生成 Campaign : 约 47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17件 以上

执行期限 : 2017.04.28

执行期限 : 2016.11.01 ~ 2016.11.17

电影 <판도라>

目标 View : 116万 view

目标 View : 166万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 3，670，139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 2，910，023 view

达成率 : 316.4%

达成率 : 175.3%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2韩币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3韩币

生成 Campaign : 约 38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07件 以上

执行期限 : 2017.06.30 ~ 2017.07.02

KB캐피탈 안정환X씨잼

执行期限 : 2016.10.04 ~ 2016.10.05

目标 View : 150万 view

콜라보 뮤비 视频

目标 View : 110万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16，38，637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 1，245，015 view

达成率 : 109.2%

达成率 : 113.2 %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18韩币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16韩币

生成 Campaign : 约 229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169件 以上

执行期限 : 2016.12.23

执行期限 : 2016.08.29 ~ 2016.09.01

Sk2 – 나의 꿈， 놓치지 않을거에요

目标 View : 137万 5千 view

目标 View : 118万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 2，054，343 view

实际生成 View : 约 1，286，204 view

达成率 : 149.4%

达成率 : 109.0%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13韩币

最终单价: 每 1 View 18韩币

生成 Campaign : 约 117件 以上

生成 Campaign : 约 258件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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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 事前预约执行案例

游戏ㅣAPP CPI 执行

游戏 事前预约 活动

产品/文化Campaign 事前预约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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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V 电影/品牌执行案例

CPV 电影/品牌

37

eCPC 饮料 / 时尚 / 化妆 / 生活 / 金融 & IT / 游戏 etc 执行案例

eCPC 代表案例

ADpick 推广案例 > Native 评论&病毒式传播

SNS

截图/视频为主的直观信息，通过分享迅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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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推广案例 > Native 评论&病毒式传播

博客

详细真实地传递自己所体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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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推广案例 > Native 评论&病毒式传播

论坛ㅣOnline CAFE

根据网页的特性和兴趣度，对目标用户群的准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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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ick 推广案例 > Native 评论&病毒式传播

NAVER知识人
提问 :

根据提问内容，提供精准答复

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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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pick 成立背景
2. ADpick 服务概要
3. 服务内容构造
- CPI， eCPC， CPV， 事前预约， 目标性 CPR， 代金券型 CPS
- 分产品的成功案例
- 分产品的价格表

4. 推广案例
- 线上 分渠道 推广案例

5. 广告执行 / 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6. ODDM公司介绍

ADpick 广告执行流程

推广完成

END
1. 与Sales 负责人协商

2. 协议&投放申请表

3. 广告素材验收/测试

4. 广告 LIVE！

5. 最终成果审核与协商

投放规模

拟定/签署

服务器联动(需要时)

提供实时报告

与Sales 负责人沟通最终结果

广告 Campaign 战略协商전략 협的，

产品和目标用户群，预算，

设定推广方向及根据预算的方案

日程等 具体化

多角度的实时检测

广告素材验收后 可当天执行推广

提供数据报告

※CPV和需要服务器联动时
可能需要1~5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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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协商下一次推广

分产品的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CPI(Cost per Install) – 非激励 CPI
Location

Size

形式

容量

特别事项

必备 1024 x 500px
1. 640 x 960px
游戏图片

2. 960 x 640px

PNG / JPG

100KB 以下

文本

-

3. 640 x 640px

各尺寸各一张 不能制作材料时
只能提供1024 x 500px

4. 640 x 100px

宣传文本

其他资料

URL

100字以内

- 视频 (YouTube URL)
- 宣传报道 (文件及URL)

统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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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网络达人推广时可参考的资料

-

short link 不行

※病毒式营销时，社交网络达人们有可能不使用以上资料，将
会自己制作需要的资料并网上发布。

分产品的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CPPR(Cost per Pre-Reservation) – 手游事前预约
Location

Size

形式

容量

特别事项

必备. 1024 x 500px
1. 640 x 960px

2. 960 x 640px

图片尺寸

PNG / JPG

100KB 以下

3. 640 x 640px

各尺寸各一张 不能制作材料时
只能提供1024 x 500px

4. 640 x 100px
宣传文本

文本 100字

文本

-

图标

512 X 512

PNG / JPG / GIF

100KB 以下

视频

-

YouTube URL

-

URL

-

事前预约页面原网址

-

short link 不可

植入代码

-

-

参考下方内容

体现在Campaign 列表上

※病毒式营销时，社交网络达人们有可能不使用以上资料，将会自己制作需要的资
料并网上发布。

植入代码
<！-- 1. 添加在玩家打开指定网址的第一个页面 -->

<！-- 2. 添加在注册完成页面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adpick.co.kr/apis/adpickPostback.v3.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adpick.co.kr/apis/adpickPostback.v3.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adpick_webtracking({ site:'advertiser-name'， event:'tracking' });

// advertiser-name是广告主名称

</script>

注意事项

adpick_webtracking({ site:'advertiser-name'， event:'registered' }); // // advertiser-name是广告主名称
</script>

1. Campaign终止或不是通过Adpick的页面请求时，请不要请求 Adpick API
( URL里有 adpick_certkey 参数的情况下植入 Adpick API)
2. 偶尔，广告主给Adpick的指定页面打开之后立马转到别的页面的时，会有把Adpick代码植入到第二个页面的情况。这种情况，把最初指定页面里植入的Adpick _code参数也植入到第二个页面里，能读取
包含在Adpick API URL的 _code 参数才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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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的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CPPR(Cost per Pre-Reservation) – 产品/服务(非游戏)上线前的事前预约
Location

基准

(必备)cover 图片

1040x600

代表视频URL

非必备

(必备)产品名

15字以内

(必备)产品简单介绍

50字以内

(必备)奖励说明
(必备)产品详细说明

无限制

(必备)产品介绍图片

横向 1080

参考事项

内容

可体现产品信息的图片

请传文件

在 YouTube等已经发布过的链接

请输入URL
请输入内容

除官方介绍以外，能体现产品信息的内容

请输入内容

事前预约后，将会给所有申请的玩家统一奖励

请输入内容
请输入内容

垂直尺寸没有要求，到需要容量最小化

请传文件

产品购买URL

请输入URL

(必备)产品出售价

优惠力度的体现

请输入价格

圆形，在网页上方体现

请传文件

产品或品牌的介绍

请输入内容

事前预约及上线日期通知时间

请输入期限

(必备)产品上线日

设定为事前预约以后

请输入日期

(必备)代金券数量

协商后执行

请输入数量

(必备)代金券发放日

产品上线后

请输入日期

(必备)品牌LOGO

500x500

品牌介绍

无限制

(必备)执行期限

最短一周

(必备)代金券有效期限

请输入期限

(必备)代金券编码

CSV

注意事项

无限制

代金券编码是用CSV 形式保存

请传文件

产品或事前预约的注意事项

请输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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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的 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CPV- F(Cost per View for Facebook) – 视频播放 Facebook型
Location

Size

形式

容量

宣传文本

文本 100字

文本

-

图标

512 x 512

PNG / JPG / GIF

100KB 以下

1种

图片

1024 x 500

PNG / JPG / GIF

100KB 以下

1种

视频资料

-

-

-

* 视频 源文件
※病毒式营销时，社交网络达人们有可能不使用以上资料，将会自己制作需要的资料并网上发
布。

CPV- Y(Cost per View for Youtube) – 视频播放 YouTube型
Location

Size

特别事项

形式

容量

PNG / JPG

100KB 以下

PNG / JPG / GIF

100KB 以下

特别事项

必备. 1024 x 500px

1. 640 x 100px
图片尺寸

2. 640 x 640px
3. 640 x 960px
4. 960 x 640px

图标

512 X 512

1种
例子 1)
‘행운의 편지’가 도착했습니다-

당신에게 남은 시간 7일，

推荐文本

文本

-

죽음의 카운트 다운을 막고 싶다면 이 영상을 넘겨라.
링스 4월6일대个봉
例子 2)
주어진 시간은 7일， 살고자 한다면 영상을 넘겨라 –
링스 4월6일대个봉

视频资料

-

YouTube 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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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YouTube URL 转达 (short link 不可)

※病毒式营销时，社交网络达人们有可能不使用以上资料，将会自己制作需要的资
料并网上发布。

分产品的 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eCPC(enhanced Cost per Click) – 有效点击型
Location

Size

形式

容量

PNG / JPG

100KB 以下

特别事项

必备. 1024 x 500px

1. 640 x 100px
图片尺寸

2. 640 x 640px
3. 640 x 960px
4. 640 x 960px

宣传文本

文本 100字

文本

-

图标

512 X 512

PNG / JPG / GIF

100KB 以下

1种

URL

-

-

-

提供点击时跳转的页面网址 (short link 不可)
※病毒式营销时，社交网络达人们有可能不使用以上资料，将会自己制作需要的资
料并网上发布。

植入代码
<！-- 添加到指定页面下方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adpick.co.kr/apis/apTracker.v3.js"></script>

注意事项

1. Campaign终止或不是通过Adpick的页面请求时，请不要请求 Adpick API
( URL里有 adpick_certkey 参数的情况下植入 Adpick API)
2. 偶尔，广告主给Adpick的指定页面打开之后立马转到别的页面的时，会有把Adpick代码植入到第二个页面的情况。这种情况，把最初指定页面里植入的Adpick _code参数也植入到第二个页面里，能读取
包含在Adpick API URL的 _code 参数才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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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pick 成立背景
2. ADpick 服务概要
3. 服务内容构造
- CPI， eCPC， CPV， 事前预约， 目标性 CPR， 代金券型 CPS
- 分产品的成功案例
- 分产品的价格表

4. 推广案例
- 线上 分渠道 推广案例

5. 广告执行 / 广告内容制作引导
6. ODDM公司介绍

ODDM(오드엠)?

ODDM旗下正运营着三个平台

2010
共享和介绍有用的手机APP的平台

2013

2017

连接广告主和网络推广达人

上线前预约指定产品后，获得新产品的信息和奖励

向用户推广的平台

的推广凭条

ODDM(오드엠)?

公司名称

(주) 오드엠 【(株) ODDM】

创立时间

2011年 1月

代表理事

박무순 （朴武顺）

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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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역삼로 17길 10 부강빌딩 3,4F

02-3487-8766

2010

ODDM 成立

2010

Podgate上线

2012

Podgate下载量突破1000万，30亿韩币的收入

2013

网络推广达人平台Adpick www.adpick.co.kr

2015

Adpick收入达43亿韩币

2016

获得投资50亿韩币

2016

Adpick进一步发展，收入达98亿韩币

2017

事前推广门户网站上线 www.premarket.io

Thank you
Contact us
02 - 3487 - 8766
서울특별시 강남 역삼로17길 10 부강BD 3,4층
sales@odd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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