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Audience

u 所属类型：平台

u 开发时间：2017年

u 参选类别：年度最佳移动营销数据平台



简介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企业构建全面的数字化营销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赋能高效的营销活动能力。随着数据运营的技术日益升级，企业对数字化工具需求

旺盛，尤其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品牌对市场的目标受众及竞争环境缺乏全面了解。

因此，我们早于2017年9月推出了iAudience —— 一个突破性的消费者数据分析平台，通过AI算法并结合庞大的移动端数据，提供数据可视化报表，

为国内外品牌提供深入的中国消费者行为洞察。

我们专有的“数据地图”(Data Map)，
覆盖中国超过98.7%的网民，

整合了超过11亿的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数据。

浏览
400,000+ 网页监测/ 450,000+ 已追踪
移动应用/触达 98.7% 网民

社交
450M+ 社交用户 / 腾讯和新浪微博合作伙伴

电商
379M+ 电商平台使用者/ 160M+ 跨境电商用户/
品牌电商平台数据

广告
6000+ 客户广告活动

搜索
633.5 M+ 搜索用户/ 1.5M 搜索关键词

iAudience开发背景



简介

市场与行业分析
• 了解市场行情

• 了解自身以及竞争对手的品牌定位

• 探索品牌的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的
受欢迎程度

收集潜在用户
• 辨识行业、品牌、产品和竞争对手的

潜在受众
• 了解目标受众的个人资料和行为，

包括APP上的购买和使用习惯等

可执行性见解
• 获得营销战略和促销规划的决策见解
• 将所需的受众细分导出到 iAccess，

以进行跨渠道广告活动

iAudience核心目标：为品牌提供触手可及的人群洞察及分析，助推企业实践数字化营销活动

iSuite
一站式数字化营销生态

消费者数据分析平台
广告投放数据管理平台

营销监测及分析平台
iActivate

iAudience iAccess iNsights



简介

iAudience通过采用广泛的数据来源以提供更加便捷的功能模块，帮助客户全方位了解对品牌感兴趣的人群，带来优秀的用户体验。

iAudience功能特色：AI智能分析及多维度数据运营能力

1. 庞大的移动数据源

把中国数据巨头的洞察分析汇总到
iAudience

2. 全面的市场分析模块

提供 53 个不同细分市场的受众分析，并丰
富受众形象及数据维度

3. 流线型品牌分析模块

将品牌受众分析结果分为 3 个结构化：
行业全观、品牌人群分析和竞品人群分析

将不同来源的数据源聚合到自身平台中，
允许分析中国用户跨渠道及跨设备的

网络行为特征。

功能模块中的“市场分析”，可以帮助品牌迅
速了解既定的市场细分情况，同时为品牌提供

成熟的“目标用户”清单。

提供品牌用户属性深度分析，让客户更深入的
品牌洞察和竞争态势分析。



简介

iAudience营销价值：通过大数据分析助力大中企业实现营销自动化

从 2020 年到 2021 年，已经有来自990个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品牌通过

iAudience辨识目标受众，深度了解行业市场现状、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有效

地协助他们探索新的商业机会，同时改善数字营销战略。

iAudience每天处理超过630万条行为数据，更进一步提供直接导入到DSP系统

iAccess进行投放，助力大中企业实现营销自动化。



使用说明

1. 选择品牌的细分市场
从预先设定的 53 个选项中选择感兴趣的细分市场

2. 查看所选细分市场的受众规模

3. 输入并选取平台演算出的关键字

4. 快速生成分析报告

品牌细分市场：
美容

参考细分市场: 
旅行零售

iAudience使用步骤：在平台上创建市场/品牌受众计划



使用说明

模块 1： iAudience市场 便捷的数据可视化报告
市场受众分析概览 - 人口属性

美客受众人群: 396.15 百万

• 在观众中，65%的年龄在18-34之间。至于婚姻，50%的观众已婚，15%是单身。
• 排名前三的省份全部在东部：广东、江苏和山东。
• 多数（50%）美容观众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学士学位。

增加美容受众总数

分析基本人口属性

定位中国内的可扩展人群

了解受众婚姻状态和教育水平



使用说明

模块 1： iAudience市场 便捷的数据可视化报告
市场受众分析概览 - 心理属性

网上购物活跃度

美容与旅游零售受众在网上购物方面都具有很
高的活跃水平，超过 50%

受众组非常活跃。

购买行为影响因素

旅游零售受众表示购买力较高，45%为中上阶
层及以上，而美容受众为40%。

购买力

61% 的美容受众认为促销率对购物转化有较高
的影响，41% 的人与在线评论对购买决策的影

响相近。

了解受众在网上购物方面有多活跃，以及他们展示的购买力

了解受众在购买决策期间对促销和在线评论的反应

相应地调整品牌的定价、在线沟通和促销策略



使用说明
模块 1： iAudience市场 便捷的数据可视化报告

市场受众分析概览 - 移动设备使用行为

查看按安装和活跃级别显示的应用类
别受欢迎程度排名

找出前 20 个热门应用程序排名(按不
同类别)

了解受众在移动设备上花费的时间

获得关于媒体渠道推送有用的分析洞
察，以最佳方式覆盖目标受众

除了轻微的排名差异，对于美容和旅游零售受众，携程， 12306， Qunar， Fliggy， Booking.com， MFW 是
安装最多的 6 个旅游应用程序，.虽然旅游应用的安装率远远高于美容受众，这再次证明旅游零售受众具有较高的
旅行意向和频率。

按活跃用户的百分比显示应用类别排名

美容受众在大多数应用类别，如手机游戏，移动视频，音乐和音频更活跃。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的娱乐上。
虽然旅游受众在社交媒体、旅行和运输应用上更为活跃，但他们表示对外部景点的兴趣更多，并通过手机与其他人
联系。

热门旅行应用排名



使用说明

模块 2： iAudience品牌 AI智能分析报告
了解品牌的受众群体及竞争格局

了解品牌的竞争对手和品牌在市场上的地位

衡量目标的受众群体的竞争强度

发现哪个竞争对手与品牌重叠的受众最多

雅诗兰黛是市场领导者，拥有最多的受
众，受众人数达356万。

前 5 个品牌

雅诗兰黛紧随其后
克利尼克（2.96M） 和兰卡梅 （2.28M）

竞争对手受众相似性

雅诗兰黛与兰卡受众重达多达198万

市场竞争格局



使用说明

模块 2： iAudience品牌 AI智能分析报告
比较竞争对手的趋势

整体品牌规模趋势

品牌的竞争对手做得怎么样？
追踪其他流行品牌的关注度趋势。

监控竞品营销策略

追踪他们的在线状态

深入了解市场上流行的产品

倩碧 兰蔻 SKII雅诗兰黛



使用说明

模块 2： iAudience品牌 AI智能分析报告
了解客户及竞争对手的客户的浏览行为

添加多个竞争品牌，并执行
交叉对比最多
5个不同的品牌

竞品的受众对什么感兴趣？

他们在浏览什么？

倩碧 兰蔻

SKII 资生堂

了解品牌的客户及竞争对手的客户关心什么，更有效地制定内容策略



应用范围

目标使用人群：

iAudience是专为国际营销人员而设的精准化中国受众识别洞察解决方案。近年国际营销人员纷纷瞄准中
国崛起的商机，积极布局抢占市场份额，但却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不够全面，其中痛点包括：

1. 对中国受众的认知不足
• 国际营销人员对于中国消费者的网络行为、消费习惯、生活形态、兴趣爱好不熟悉，导致未能快速融入中国市

场和实行精准广告推广投放策略，并难以构建品牌和消费者心智的联系。

2. 缺乏清晰品牌定位
• 国际营销人员需要先了解市场中自身品牌定位，和对品牌及其产品有兴趣的的深度用户分析，找到品牌爱好者

和潜在顾客，开拓新的商业机会。

3. 市场竞争激烈
• 国际营销人员面对海外品牌相继入局，以及本土强手崛起的竞争局势，需要透彻理解业内竞争位置，从而计划

出实时优化的营销推广，提高知名度和转化效果。

iAudience是爱点击推出的突破性解决方案，针对性解决国际营销人员面对的痛点。作为一个拥有先进智

能技术的中国消费者数据分析平台， iAudience提供海量数据源，营销策略及深入的数据分析能力，助国
际营销人员获得实时中国受众分析洞察，提供多维度中国受众人群画像、品牌定位和市场竞争局势分析。



应用范围

iAudience的“品牌分析”模
块助力国际营销人员做深入
的中国用户、品牌洞察和竞
争态势三个维度全方位分析，
能让国际营销人员们更加了
解自身及品牌定位，通过行
业、用户及竞品的分析，找
到最合适的营销策略来扩大
他们的客户群。

不同受众的应用区别：

iAudience中国消费者数据分析平台功能全面，有效赋能所有国际营销人员提升数字营销能力，从刚打进
中国到深耕中国市场，通过AI智能分析的两大可视化报表模块，利用数据所展现的受众洞察结果，探索新
的商业机会，同时帮助他们大大改善品牌的数字营销战略。

1. 对中国垂直市场完全没有认知的国际营销
人员：

2. 行业已经有相对理解，积极构建全面营销策略
的国际营销人员：

国际品牌主刚打进中国市场，
普遍缺乏对于行业和市场的
认知。国际营销人员需要快
速了解垂直细分市场的宏观
用户分析，加快制定落地营
销策略。iAudience提供创新
功能模块“市场分析”，协
助国际营销人员迅速了解53
个常见垂直市场细分情况，
并在丰富的受众特征分析中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