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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告市场正在飞速发展，让在线广告发

行商很难跟得上脚步。要管理每个活动的所

有组成部分，包括广告投放、定位、广告库存

预测和分析、工作流、销售业绩等等，经常需

要在不同的系统或工具之间协同工作。多个

系统之间经常是不兼容或冗余的，这就意味

着会导致无法信赖的无效处理和结果。 

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是一个完整且

统一的广告投放平台，让您能够自始至终管

理全部广告服务流程。包括：

• 广告服务活动的前期（例如：销售订单管

理、模拟预测和受众数据汇总）。

• 广告服务活动的中期（例如：价格和广告库

存优化）。

• 广告服务活动的后期（例如：数据可视化、

报告和收益分析）。

解决方案可以无缝地收集并展示数据，以获

得准确的预测。借助于SAS数字化广告智能

解决方案，您可以获得：

• 端到端的工作流－从报价到投放广告。

• 可扩展的云基础架构。

• 真实的广告和价格优化。

• 基于分析的预测。

• 对受众进行特征刻画，更好的进行广告定

位。

• 通过网络分析确定广告效果。

1. 在一个统一平台上集成、查看、分析所有的

广告数据。只有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

案可以提供一个统一的广告平台－由世界

一流的分析技术作为支持－让您可以： 

• 在所有相关数据的基础上生成更准确

更精细的预测。 

• 在各业务部门之间，通过使用统一的数

据字典和用户界面，改善沟通效果。 

2. 提高广告服务流程的效率。由于您的所有

广告流程，从订购、投放、报告和预测，都

是应用在多媒体（数字、手机和视频）之

上，通过统一的平台进行管理，数据可以

在销售订单管理和广告服务之间无缝地流

动。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您能够：

• 缩短发现高价值广告和将那些产品投

放市场的时间。 

• 对RFP快速做出响应。 

3. 对您的业务情况获得更直观的认识。历史

和预测分析为您提供产品和销售团队绩

效的洞察，包括二者现在和将来的相关情

况。商业智能仪表盘提供易于访问的有用

信息，让您能够用来制定及时而且相关的

决策。此外，您还可以：

• 实时追踪营销活动和销售的表现。 

• 做出更明智的广告段位的决定。 

• 评估可替换广告总量的影响（直接的或

间接的）。 

SAS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一个管理整个广告服务流程的综合解决方案

SAS®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可
以做什么？

SAS®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SAS®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for Publishers)，
包括销售订单管理、模拟预测、广告

服务和商业智能等功能，帮助您更快

地针对您的全部业务制定更好更有价

值的决策。

SAS®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为
什么重要？

只有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能够让广告发布商们通过支持和利用

多平台，包括手机、显示器和视频输

出设备完全控制在线广告流程，而不

仅仅是传统的网络渠道。

SAS®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为
谁而设计？

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为那些

致力于将广告投入转化为利益回报的

广告发布商而设计，不管他们在哪儿

或专注于什么样的行业。

引言: 主要优点: 产品概述

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为广告发布商

提供了一个功能最全面的解决方案。该解决

方案包括如下功能：

• 销售订单管理

• 基于模拟的预测

• 优化的广告服务

• 报表

• 数据可视化

销售订单管理

由于存在分类体系和数据的差异，广告服务

器和工作流解决方案的集成和维护已经成为

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第三方供应商和通用广

告投放引擎之间的集成，也常常造成数据泄

漏和技术管理问题。 

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无

缝对接的信息流－从RFP到建议到批准到广

告订单到在播广告－都无须重新录入数据。

您需要的管理销售业绩、广告段位政策、批

准、RFP和其它功能，都是统一解决方案的一

部分。 

除了改善工作流之外，该方案也为销售和广

告运营两个团队提供了一致的用户体验，简

化了彼此之间的沟通，这样每个团队都可以

更好地工作。  

基于模拟的预测 

以往，广告投放定价和投放决策仅凭直觉而

定。然而，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广告库存，能够

成为最恰当分配广告显示次数的基础，保证

您不会将最优广告库用在不恰当的地方。 

由于解决方案提供的预测和整个系统是相互

关联的，决策和投放系统能够准确地描述广

告库存的有效性，以及所有产品打包和投放

规则。这保证了您不仅清楚地知道您有什么

产品可卖，还让您确实可以卖出这些产品。 

广告服务器优化

灵活可扩展的决策引擎让您可以无缝地优

化您的广告库存决策－－关于价格、渠道、

规模、广告显示次数、广告投放时间等等。您

能够排定优先级并优化竞争业务规则，保证

提供的投放规则最佳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此

外，一套完备而先进的投放选项让您能够行

动迅速、决策明智。

报告

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为您的营收机会

提供一个全面的概览。仪表盘让您轻松地监

视销售绩效和广告段位价目表的遵守情况。

明细视图让您能够按照产品、销售人员和广

告商确定收益趋势。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功能让您可以快速分析海量数

据，针对以下项目获得快速而准确的洞察：

• 投放活动

• 广告库存有效性或投放

• 历史业绩

• 需要出售的产品。

通过数据可视化，您还能看到有可能被忽略

的事情。因此，您能够将精力集中在重要的

事项上，制定对您的业务目标有着积极影响

的决策。 

支持手机、显示器和视频输出设备

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支持广告发布

在手机、显示器和视频输出设备上－－不仅

仅是传统的网络渠道。

可以完美集成SAS客户智能系列解决方案

因为SAS®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可以完美

地集成SAS客户智能系列解决方案，所以您

能够将您公司的广告库

存与诸如内容管理（例如：SAS营销运营管

理）和多渠道营销应用（例如：SAS营销

自动化、SAS实时决策管理、SAS数字化营

销、SAS客户体验分析等等）集成在一起。

销售和运营人员可以就广告库存、建议和插入顺序进行有效沟通。 轻松地分析在播广告和与之绑定的信息。

“SAS的广告分析平台能够帮助广告客户每年提高18%的销量，1.1个月收回投资

回报，提升销售团队的效率，简化多余的系统投入和人工成本。”

国际分析机构Forrester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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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信息管理

• 作为跨平台、跨功能广告数据的统一来源。

• 消除系统之间的数据重复输入。

• 在工作流中使用广告受众特征数据的能力。

• 让您能够依据行为细分销售出精确锁定目标的广告。

• 使用统一的数据字典和用户界面，在各业务部门之间建立良

好的沟通。

• 基于模拟的预测

• 在用户行为和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将来的场景进行模拟预

测，从而可以更有效地购买和投放广告。

优化

• 使用灵活的决策引擎来优化当前广告库存。

• 设置阀值和防护来维护广告库存政策和最小广告库存。

• 优化新的合作伙伴。

• 让您从价格、投放和持续性等方面来决定如何投放广告。

• 让您决定是否直接销售, 保证广告总量或卖出未使用的广告库存。

• 让您清楚地知道您需要卖出哪些广告，了解第三方销售对直

接销售的长期影响，避免渠道冲突，提高直接销售和第三方

广告销售的收入。

报告

• 仪表盘让您轻松地监视销售表现和广告段位价目表的遵守情况。

• 明细视图让您能够按照产品, 销售人员和广告商确定收益趋势。

数据可视化

• 数据可视化功能让您能够直观形象地探索数据，获得关于活

动执行、广告库存有效性或投放，历史业绩和所需出售的产

品等等洞察。

增强型手机广告 

• 通过使用iOS和Android SDK, 支持应用程序内的广告投放管理。

• 区域限定功能让您能够在某一确定地理位置的特定半径内定

位目标用户。

• 设备检测功能让您能优化用户移动设备上的创意。

• 移动网络调解支持服务器对服务器与第三方的连接，消除重

新定向延时。

• 服务器端的ID存储管理，支持管理跨设备的用户广告体验。

Photobucket 通过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实现更有效的预测

Photobucket  拥有 1 亿注册用户，每月

访问者达 4,500 万人，是最受欢迎的网

站之一。作为全球领先的专业照片与

视频分享服务网站，Photobucket 向广

告合作伙伴客户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创

新解决方案接触目标受众。其成功取

决于对其库存可用性的了解，从而能

够有效地打包和销售。

这正是照片与视频存储、编辑及分享

网站 Photobucket 使用 SAS® 数字化广

告智能解决方案(SAS® Intelligent Adver-
tising for Publishers) 的原因所在。

“易于使用的单一系统包含了商业智

能 、 销 售 绩 效 管 理 、 预 测 和 交 付 洞

察，我们管理和最大化我们库存价值

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Photobucket 
首席营收官 Darren Kelly 表示。

Photobucket 使用 SAS 解决方案管理与

广告主的互动、销售绩效和收益。该

综合广告平台克服了可使用性和可视

性挑战，同时帮助将广告提供给全球

受众。 

一位实施经理参与了 Photobucket 迁

移过程的每一步。在商定实施时间表

和“上线”日期后，项目团队创建了

专门针对 Photobucket 的分类系统，并

对用户进行了广告标签培训。安装后

是数据装载和质量保证试验。

在质量检验阶段，解决方案团队发现

了一处数据准确性异常。Photobucket 
常常保留了无创意的营销活动，预测

模拟未考虑这一点。针对这一问题，

解决方案团队并未要求 Photobucket   
调整既定实践方案，而是进行系统调

整，以适合 Photobucket  的独特模

型，确保完整的准确性。

“支持、细节关注和乐意调整其系统而

非试图改变我们业务方式使我们在实

施和迁移过程中更加轻松自如”，Kelly
说，“最好的是，迁移期间我们没有

流失任何广告或失去任何收入。”

使用 SAS 解决方案，Photobucket 拥有

其可用广告库存以收入为中心的完整

视图。该平台允许快速和详细分析产

品与打包的最佳用途以及销售业绩。

综合数据管理和基于模拟的预测帮助

Photobucket 监测访问者如何实际使用

频次上限、合作伙伴广告和赞助营销

活动。Photobucket 还能按产品、投放

和/或收入主动确认可用性，包括洞察

谁以前购买了哪些广告。

由于该解决方案拥有用于捕获和理解

销售渠道、费率卡和所售产品的单一

基础数据结构，所以 Photobucket 能够

轻松监控销售业绩和最大化其受众与

内容的价值。

 

Photobucket 的广告运营总监 Jay Wil-
son 说:“通过与 SAS 合作，我们获得

了整体性更高的广告服务平台。SAS提

高了预测准确度并提供容易获得和可

赖以采取行动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最

大化我们的在线广告库存。”

行业

广告与传媒业

业务问题

通过更精准的广告预测和更出色的

营收管理增加盈利能力。

解决方案

SAS®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受益

理解销售渠道、费率卡和所售产

品；监控销售业绩；最大化受众和

内容的价值。

“易于使用的单一系统包含了商业智

能、销售绩效管理、预测和交付洞

见，我们管理和最大化我们广告库存

价值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Darren  Kelly, 首席收入官

“SAS在点播服务和视频广告业务发展上为

我们提供帮助。我们非常高兴能与SAS合

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提升我们的广告服

务器，传递电视和在线播放节目运营的最

佳实践与洞察。”

Simon Daglish
ITV集团广告销售总监

通过商业智能报告提升企业内外部团队的数据分析能力。

容量预报和可用性预报，帮助您了解广告库存重叠和竞争分组。

按在播类型来可视化营收情况，从而更好地了解和优化广告投放。 

数字化广告智能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