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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策略技巧—预算、出价、广告条数

广告投放指引

广告开始前

预算 单条广告日预算100元以上

出价 核心城市180-280元，重点城市150-200元，其他城市130-180元

在线广告条数 单个商户号同时期在线广告不超过3条，素材差异化

曝光天数 单条广告曝光3-7天

广告进行中

多条在线广告

继续投放最优广告

消耗进度正常

消耗进度较慢
提高出价、

预算
仍无效果则放
弃改其他广告

放弃效果较差广告

单条在线广告 消耗进度较慢 提高预算、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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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及素材通用技巧——提升审核通过率

• 避免出现负面用词或负面场景

• 请勿出现以奖励或其他方式，诱导用户将消息分

享至朋友圈/好友

• 广告内容避免出现极限词汇 ，如“极”、“最”

• 广告推广活动时间与广告投放时间不符合

• 限用特殊字符，如空格、破折号

• 不得出现招商加盟

• 不得使用URL链接、电话号等其他社交软件号码

• 不得使用抽奖式广告，如买A商品有机会获得*

• 广告外层图片主视觉应以图片为主，请勿以纯文

字图片形式出现

• 广告图片中的文字占图片篇幅请勿超出30%

• 大小不超过300KB，不支持GIF格式

• 文字占图片篇幅不超过30%

• 不得用多图拼图

• 不得使用公众号头像作为广告图片

• 不得出现二维码

• 不得使用URL链接、微信号等社交账号等

文案 图片



文案及素材通用技巧——点击效果差的图片示例

读图比读文快，吸引用户的图片可以让用户停下来多看几眼，仔细看看文案说的是什么，从而提升用户转化的概率。我们需要

在极短的时间内留住用户。纯粹硬广风格的周年庆或者开业庆海报风格与纯 在朋友圈广告场景里比较容易引起反感。

忌硬广海报风格 忌纯



文案及素材通用技巧——点击效果差的图片示例

忌素材堆叠的外层 忌文字无设计感



文案及素材通用技巧——点击效果差的图片示例

忌仅logo/标语等

无实质内容的传达，浓浓

的广告风在朋友圈广告流

量场景中的效果不佳。

忌不明所以

无意义的贴图会让用户无法明确重点信息。

忌杂乱

杂乱的信息堆叠容易混乱

使用户烦躁

忌大海报 忌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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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餐饮行业营销诉求 新店开业

活动 / 节日营销

新品上市

老客激活

会员营销

推广目标：快速打响名气，吸纳新客到店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新店介绍

推广目标：宣传活动，促成转化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特色活动介绍

推广目标：新品宣传，邀请体验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新品介绍

推广目标：盘活老客，吸引回头客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利益点介绍

推广目标：吸纳会员，再营销

推广内容：会员福利介绍

堂食业务

+

外卖业务

曝光诉求

转化诉求



餐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总结类——“和夏天最搭的10道菜”

热词类——创造不了101，但我创造了最精致的小龙虾”

悬念类——“这道菜食材来自于最寒冷的国家”

知识/专业类——“孕妈事宜的餐厅”

疑问句类——“你在深圳还没找到正宗的川菜？”

第一人称类——“我是**，我在**龙虾馆等你”

本地化类——“老深圳受欢迎的早茶”

场景类——“在家做菜不如来**私房菜，家的感觉”

专业类——“料理师说这是三文鱼最正宗的吃法”

洞察类——“选对**餐厅，再也不用愁聚餐没去处”

对比类——“以前去成都才能吃上，如今开在你家旁边”

描述类——“这是一家IT人周末都去的餐厅”

幽默
故事性强

/ 与用户互
动

情怀 足够的优惠



餐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因为在乎你，所以“用星说”，

专属咖啡惊喜等你领取……

用了双关隐喻的方式，文案上尝试与用户交流，突

出优惠信息引导关注。

送你一支

关于夏天的霜淇淋

把蓝天和绿意揉在一起

7月14-16日九方等你

结合连日高温的夏季时令，让用户收到广告的时候

感受到清凉。结合图片，突出绿色。简明地提到活

动地点，激发活动的参与热情。

揭开松鼠的秘密，原来他的真

爱是？

文案与餐饮没有任何关系。

人生岂能有太多黑白，

让美食为你加些色彩！

过分修饰却又无法打动人。无法看出是什么类型的

餐饮店。

好案例 差案例



餐饮行业优秀案例

好案例



餐饮行业优秀案例



餐饮行业—构图及拍摄视角参考案例

拍摄角度：俯拍

易于聚焦与突出全貌，因此不管是单品或是繁杂的多品都可以采用



餐饮行业—构图及拍摄视角参考案例

拍摄角度：斜拍

作为用户常见视角呈现，可以凸显物品立体感



餐饮行业—构图及拍摄视角参考案例

拍摄建议：和谐

不管是邻近色或是撞色搭配，或者是单色，均可以创造出和谐的色彩



餐饮行业—构图及拍摄视角参考案例

拍摄建议：亮点

芝士是披萨的精髓 这汤熬得真浓 夏天看着冰就觉得凉快点儿了 成都人怎么能不吃都是辣椒的火锅



餐饮行业—门店拍摄

拍摄建议：空间

• 不管是出于社交属性，还是消费人群特点，用餐体验都是可以吸引客户的重要因素

• 空间感的营造与氛围的营造相关



餐饮行业—人物

拍摄建议：距离感

朋友圈的流量场景决定了，用户对于生活场景的关注度更高，更乐意看到别人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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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零售行业营销诉求 新店开业

活动 / 节日营销

新品上市

老客激活

会员营销

推广目标：快速打响名气，吸纳新客到店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新店介绍

推广目标：宣传活动，促成转化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特色活动介绍

推广目标：新品宣传，邀请体验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新品介绍

推广目标：盘活老客，吸引回头客

推广内容：发放优惠 / 利益点介绍

推广目标：吸纳会员，再营销

推广内容：会员福利介绍

堂食业务

+

外卖业务

曝光诉求

转化诉求



零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开业

大吉

节日

主题活动

品牌

宣传
周年庆

促销

活动

外层文案：将优惠、折扣等关键信息在外层文案展示，吸引住用户，让用户愿意点击



零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时间

地点

优惠

折扣

异业

同庆

品牌

商家

会员

专享

特色

活动

满减

赠礼

换购

折扣

车费减免

楼层

商家介绍

积分兑换

入会礼

银行刷卡礼

品牌商合作

如万达飘雪

音乐节、路

劲又一城的

韩日大轰

内层文案：对活动、商家的详细说明



零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抓住假期的尾巴，

来这里看经典童话剧；

国庆超长购，

畅享秋品触底价！

来这里抢年货，

新衣新鞋低至 折，

满额再返新年礼券，

再不买就过年啦！

突出时间与折扣，也能有意识地适当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在这里，全世界都是你的！

过分修饰却又无法打动人。

传统的商场 购物中心 百货 超市的广告一般是针对营销时间节点与事件，配合大力度折扣进行推广，但是单纯的说明优惠又太硬广，不

容易让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建议结合一定的说明，同时应该辅以创意文案与拉近用户距离的语句。

经典文案：时间 营销事件 优惠折扣



零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外层链接：如果有优惠发放的可以选择 领取优惠 外链文案吸引用户点击

用户是趋利的，因此如果内层有相应的优惠发放，

外层文案选择领取优惠，可以吸引用户点击进入详

情了解与领取优惠。



零售行业广告创建技巧及案例

节日主题活动海报 广百图片 宣传图 代言明星

几种常见的广百图片素材



零售行业优秀案例



零售行业优秀案例

善用排版，即使是模板化也可以凸显气质



零售行业优秀案例

门店门面 超市环境 商品图片 宣传图

几种常见的超市图片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