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星#秦昊喊你上车#社交精准营销

u 品牌名称：极星

u 所属行业：汽车

u 执行时间：2021.07.02-08.02

u 参选类别：效果类-效果广告



背景&目标

极星签下秦昊作为品牌先锋大使，并于7月22日开启Polestar 2城市星先锋之夜暨首批客户交付仪式。

秦昊
粉丝1195万

项目背景：



背景&目标

作为全新独立的电动高性能汽车品牌，极星品牌声量&提及
量均被竞品品牌压制，希望利用秦昊热点带动品牌热度提升

极星2售价高过特斯拉model 3 54%，但大众对其认知不足，
产品转化难；极星2车型促销转化成为此次营销另一目标

阅读量：8倍

提及量：35.56倍

01 02

Polestar 2  41.8万起

6月促销投放使得车型内容在
微博上明显增多，但网友对车
型的主动提及度仍不够

model 3车型词云集中在车型相关的方方面面“外观”“内饰”“系统” 
“电池”等等，而占据极星2的相关词更集中在各地体验店开店事件上

车型阅读量

车型提及量

挑战与目标：



洞察&策略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利用代言人秦昊在《隐秘的角落中》的
热梗制造品牌事件声量，通过超粉加热
明星营销，助力7月22 BIG DAY声量释
放

极星精准人群智能转化

利用微博庞大的社交图谱数据，对极星
人群进行深挖，通过ocpx-促销进行算
法淘金，获取更精准TA，促进车型转化



媒介&执行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借代言人热梗打造#秦昊喊你上车#campaign，通过资源拉动圈层人群提升7月22日BIG DAY关注

品牌话题 直播预告 圈层扩散 资源引爆 直播&TVC发布 明星转发

7月22日 直播BIG DAY7月17日-21日 预热期

品牌粉丝人群 核心兴趣人群 吃瓜围观网友 秦昊粉丝人群
事件预热/声量聚集

内容设悬，人群预热，后续资源发挥更大效果

超级粉丝通

对人群的触达，一次不够



媒介&执行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Step 1丨利用秦昊“爬山梗”策划电话场景式邀约的竖版小视频内容，对热点及泛兴趣人群预热

秦昊粉丝 剧情热点讨论人群

极星及竞品兴趣人群

• 形式-轻松愉快风格的竖版小视频
• 视频-利用秦昊“爬山梗”打造电话场景邀约小视频，预告7月22“摘星事件”
• 博文-通过抽取3幸运用户在7月22亲临现场，与秦昊面对面吸引关注

隐秘的角落热点人群

剧集主创粉丝

王景春,黄米依,李梦,芦芳生,刘琳,
张颂文,王圣迪,史彭元,荣梓杉

一起爬山,隐秘的角落,朱永平,
严良,朱朝阳,张东升等提及人群

特斯拉、宝马中国、梅赛德斯-奔驰、奥迪、奥迪中国、保时捷、蔚来、
LEXUS雷克萨斯中国、沃尔沃汽车VolvoCars、凯迪拉克、路虎中国

视频 博文

留资页



媒介&执行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Step-2丨发布秦昊品牌TVC预告，以好戏设悬7月22日品牌事件，进一步拉动极星核心人群关注

视频 博文

留资页

极星兴趣人群

• 形式-质感走心的横版TVC预告
• 视频-基于秦昊“大器晚成”演员经历，以“等待”设悬，预告7月22好戏将

至
• 博文-以Polestar车模及秦昊签名礼包抽取5名幸运用户，吸引网友参与讨论

本品+竞品+购车人群+圈层兴趣人群

极星品牌粉丝人群
提及极星品牌及车型人群
话题互动人群

竞品兴趣人群

车型关键字互动人群
历史广告互动用户
车型话题及官微互动人群

购车人群

纯电动汽车、新能源车
高净值人群
近期拥有购车意向人群

圈层兴趣人群

设计、科技等标签人群
吴晓波、李斌等大V粉丝
星巴克、戴森等官微人群

秦昊及热点人群

秦昊粉丝剧集兴趣粉丝
中的互动人群挖掘扩量



媒介&执行

极星精准人群智能转化

人群挖掘丨运营微博的大数据能力，针对极星2五大人群，从八大维度进行深挖，圈定初始TA

本品
人群

竞品
挖掘

行业
人群

泛兴趣
人群

购车能
力人群

关键字搜索提及 话题互动 博文互动 APP安装 兴趣挖掘 模型挖掘 广告互动
polestar1、polestar2 #polestar#、#polestar 2#、

#polestar 1#、#沃尔沃polestar#、
#polestar2#、#polestar1#、
#polestar 2中国首发#、#polestar极
星空间#、#polestar一周年#、
#polestar 2 中国首发#、#polestar 2
全球首秀#、#polestar中文名征集#

官微互动

tesla model 3、tesla model x、
nio es6、nio es8、理想one、
宝马x1新能源、e-tron、bmw  
i8、polestar、model 3、
model x、model3、modelx、
es6、es8、x1新能源、etron、
宝马i8、bmw i8、taycan

https://weibo.com/3615
027564/J1TWAEz26
https://weibo.com/3615
027564/J16B60M11
https://weibo.com/3615
027564/J3QducRdy
https://weibo.com/3615
027564/J1sXZzdD1

ttps://weibo.com/5675
889356/J0G4yAirS
https://weibo.com/567
5889356/J55ze3uda
https://weibo.com/567
5889356/J0wSbB2d4
https://weibo.com/567
5889356/J1UJIiUpK

#蔚来#、#2018蔚来日#、#2018 nio day蔚来日#、#蔚来汽车#、#蔚来已来#、#蔚来es6#、#蔚来汽车被列为被
执行人#、#蔚来活动#、#蔚来汽车2019年净亏114亿#、#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谈造车初衷#、#蔚来es8#、#李斌
称特斯拉建厂后蔚来销量一直涨#、#蔚来汽车大跌#、#蔚来称与特斯拉亦敌亦友#、#1121蔚来已来#、#蔚来回应
延迟发工资#、#蔚来中国或在国内上市#、#蔚来质量如何#、#蔚来汽车市值蒸发800亿#、#蔚来2019加油干#、#
蔚来着火了#、#蔚来召回4803辆电动汽车#、#蔚来生活家#、#蔚来回应被列为被执行人#、#特斯拉#、#特斯拉
model3#、#特斯拉降价#、#特斯拉建议禁售燃油车#、#特斯拉无视禁令复工#、#特斯拉称赞疫情封锁使空气变好
#、#特斯拉加州工厂已重启#、#特斯拉加州工厂多名工人确诊新冠#、#特斯拉还有10年10倍增长空间#、#特斯拉
违反加州禁令复工#、#特斯拉被车主集体起诉#、#特斯拉又出事了#、#完美日记送特斯拉#、#特斯拉德国超级工
厂搁浅#、#特斯拉自动驾驶#、#特斯拉自燃#、#特斯拉用汽车零部件制造呼吸机#月销量下跌六成#、#中国车主欲
集体起诉特斯拉#、#国产特斯拉碰撞测试结果#、#特斯拉国产model3降至30万以下#、、#polestar vs tesla#、
#tesla#、#tesla model 3#、#tesla车主故事#、#tesla model s#、#tesla model x#、#tesla roadster#、#tesla
超级直播show#、#nikola tesla#、#tesla 再夺5星安全评级#、#小柯基tesla#、#tesla特斯拉#、#nicola tesla#、
#nvidia低调放弃tesla品牌#、#tesla自动驾驶中国首撞#、#tesla特斯拉维权#、#libre×tesla#、#tesla160#、
#tesla降价#、#tesla四环挑战赛#、#tesla雏鹰计划#、#理想one#、#理想智造one#、#理想one起火#、#理想智
造one发布会#、#长沙一台理想one起火#、#时睦华的理想one#、#理想制造one#、#one高速刹车失灵#、#国产
新能源车理想one起火燃烧#、#麟鸽的理想one#、#理想回应理想one起火#、#理想one上市#、#李想科普理想
one增程电动技术#、#国产神车理想one把宝马a柱撞断#、#长沙理想one起火致歉信#、#理想汽车为理想one起火
致歉#、#nio#、#nio house开业#、#最nio天团#、#nio x chalayan#、#nio day 2019#、#上车只听nio radio#、
#蓝子龙nio#、#nio333fe#、#nio life独家入驻京东#、#nio life国潮季#、#nio life 桃花季#、#nio day 幕后#、
#nio×中央圣马丁#、#nio day2019#、#nio333带你去旅行#、#travel with nio#、#nio power#、#nio top 
model 蔚来超模#、#nio首牌#、#我的城市我的nio house#、#nio@cq#、#全世界的nio house都带你走一走#、
#我与蔚来的日子 我要上nio day#、#polestar 1全球用户首试#、#纯电动车型polestar2#、#polestar 2的预热图
#、##tesla motors#、#teslamotors#、#teslamodelx#、#teslamodels#、#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年底正式投产#、
#特斯拉上海工厂内部照#、#特斯拉 tsla#、#特斯拉跑车完成第一圈绕日飞行#、#特斯拉的车你上了吗#、#特斯拉
长测#、#特斯拉卡车发布会#、#蔚来赴美上市#

特斯拉、蔚来

Polestar电动汽车
Polestar张晓宁

ElonMusk、李斌、廖斌广汽
蔚来、Mr_沈斐、加电小能、
董买买、电车校长、电池王_、
电动星球蟹老板、YYP颜宇鹏、
电动知士运营小妹、新出行
同学、戎车筱翼

吴晓波、雷蒙、瞳画集、求
是设计会

蔚来、保时捷、特来电、e
充电、Tesla、BMW云端
互联、Mercedes me、
Volvo On Call 随车管家

纯电动汽车、新能源车

高影响力、高端行业认证、高端
差旅、高端旅行、高端休闲娱乐、
高端房产人群、高收入高消费、
高端金融、高端体育用户、豪车
人群、高端住宿人群、高端奢侈
品人群、高端艺术收藏

本品历史广告互动用户

汽车行业广告导流用户



媒介&执行

极星精准人群智能转化

智能投放丨利用ocpx-促销投放，通过超粉循环、算法淘金不断得到新精准人群，获取智能转化

前期-人群数据挖掘

• 利用微博社交数据对车型投
放人群进行多维度挖掘

本品
人群

竞品
挖掘

行业
人群

泛兴趣
人群

购车能
力人群

关键字搜索提及

话题互动

博文互动

APP安装

兴趣挖掘

模型挖掘

广告互动 官微互动

第一阶段-精准定向，数据积累

• 基于日消耗预算，设置4个计划及2个备选
计划，当主计划效果下降时用新计划补充

第二阶段-智能投放，智能拓量

• 通过模型不断优化学习，稳定ROI，控制
成本投放，并通过智能扩量稳定转化数量。 

01-数据市场包-寻辙的挖掘方式（不可扩量）

合包策略：让机器在二阶段有足够的量可挖掘
汽车兴趣大
包

购车需求人群+本品+竞品核心
人群重点18城

购车需求人群+本品+竞品核心人群全国（18城排
重）

最小曝光：度过学习期即可，选择可突破标签
02-超粉定向标签的挖掘方式（可扩量）

核心人群包：
本品&竞品粉丝

相关兴趣挖掘
人群（备选）

汽车兴趣人群
（备选）

互动&转化
人群

算法拓展
新精准人群

超粉循环，算法淘金

Ocpx 精炼

初始精准人群 不断得到新精准人群人群包计划投放

2日



媒介&执行

极星精准人群智能转化

素材设计丨围绕极星调性设计多版车型素材，并通过机器智能筛选更优效果素材得到更多展现

1、围绕极星的设计特点，从不同角度展示车型卖点，减少受众的视觉疲劳，提升导流
2、尝试使用代言人形象，利用明星影响力，提升广告导流效果



效果&反馈

有效转发

7407

单条微博传播

指数99.35

话题总阅读量

3亿

话题总讨论量

3.9万

直播当天话题
瞬时搜索量达

304w+

微博新浪双端
直播累积观看

552w+

话题效果 直播效果

明星效应对品牌声量拉动明显，提升17.5倍

活动前秦昊词云 活动后秦昊词云

秦昊词云绑定
Polestar2车
型词，车型先
锋精神与高性
能优势体现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品丨超粉对人群预热效果明显，助力话题及直播的高关注，有效捆绑明星拉动极星品牌声量



效果&反馈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效丨通过秦昊素材的节奏性释放，超粉实现高互动率及高点击率，同时增粉粉丝的导流效果突出

非粉丝 粉丝

曝光量1414万+
总互动数437万+
总互动率30.87%
点击数522,843+
点击率高达3.696%

导流率粉丝是非粉4倍

博文转发层级

5级

有效转发

2190

覆盖人数

2001万+

单条微博传播

指数85.61

博文转发层级

3级

有效转发

1266

覆盖人数

289万+

单条微博传播

指数68.48

预热竖版小视频 品牌TVC预告视频

泛热点人群 核心先锋人群



效果&反馈

明星热度加持品牌声量

人丨活动激发了大量网友在线玩梗，在提升品牌好感度的同时，带动了购车咨询与下订

广告拍的绝了
好感度嗖嗖加

秦老师和品牌契合度很高

很难不心动

我还有机会吗、在线玩梗

极星来了，其他电动车都没机会了

我还有机会上秦昊的车吗

超级期待新车

广州哪里可以看车

价位是多少？

已经订了Polestar2的车

对广告内容认可、表示心动 询问购车信息、评论区晒单

—— 在品牌campaign中，利用超级粉丝通对不同圈层人群进行节奏性预热，成功放大后续资源效果——



效果&反馈

极星精准人群智能转化

效丨利用微博大数据及智能投放工具，提升广告导流效果，实现高效Leads收割

—— 在效果营销中，通过「社交数据挖掘+智能算法淘金+调性适配素材」三步曲，稳定ROI，有效控制成本——

2020/7/2 2020/7/5 2020/7/8 2020/7/1
1

2020/7/1
4

2020/7/1
7

2020/7/2
0

2020/7/2
3

2020/7/2
6

2020/7/2
9

2020/8/1

 LEADS 
 LEADS  CPL 

6月

7月

非粉丝 粉丝

粉丝导流率是非粉的近3倍
成本是常规成本的十分之一

预算提升3.3倍情况下
CPL仅为6月份的30%



项目小结

围绕极星品牌及车型大事件，配合超粉工具带动营销升级，实现品-效-人的三位合一
以官微增粉、声量提升及车型转化三大场景投放，不断累积社交资产、实现品牌力及产品力提升

——OCPX-促销————OCPX-增粉—— ——CPM-投放——

小额高频投放
扩列品牌好友

智能投放优化
精准人群收割

跟随宣发节奏
加热明星营销

官微增粉 车型转化品牌声量

明星粉丝转化

累积社交声量

车主为品牌发声

车型好感度

1+1+1＞3

将粉丝人群转化为购买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