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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2022上半年全行业移动流量买量大盘，部分行业也存在

买量疲软的态势，如手游行业在上半年经历版号重启之后，

短时间内迎来买量小爆发，但整体投放水平不及去年。应用

方面，2022上半年App投放产品数超8000，约为去年同期应

用数量的三倍，赛道选手的涌入越来越多，买量竞争也将愈

发激烈。面对竞争，机遇与危机并存，作为广告主、广告

媒介、广告代理商、广告运营人员，则需要快速掌握竞对、

行业及整体市场的广告投放情报。

AppGrowing基于所追踪到的海量广告情报，从整体流量大

盘、重点行业投放分析、头部流量平台观察等多方面解析

2022上半年移动广告买量趋势；为了更好验证买量布局与

App下载榜单排名的关联性，本次报告也邀请了七麦数据从

App下载量方面深入解读移动应用市场规模现状。

该报告分为上下两集，上集以分析广告投放全行业数据为

主，并细致分析了各行业的投放趋势，头部广告主投放布局，

及常见投放套路解析；下篇以流量平台分析及行业生态调

研为主，除了平台投放趋势洞察外，也通过买量成本调研及

腾讯广告、百度营销、穿山甲平台官方独家洞察披露，帮助

移动广告从业者看清2022上半年线上营销推广新方向，在

下半年更好地布局投放策略。





整体流量
大盘趋势



游戏行业占据第一，文化娱乐和社交婚恋

增长明显

同比2021上半年，2022上半年文化娱乐和社交婚恋两

大行业投放占比增长明显，综合电商类的广告投放数

量在Q1出现了大幅上涨。究其原因，相比2021年，游

戏和教育客户相对低迷，空出了不少流量，而空闲流

量主要转移为综合电商的重定向广告。重定向商品广

告注重个性化推送，素材量级更高，所以广告数量增

长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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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移动广告投放行业分布对比

2021上半年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广告投放数仅统计移动广告投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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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电商 游戏 文化娱乐 社交婚恋 软件应用 生活服务 房地产 服饰鞋包

2022.Q1

2022年Q1综合电商行业投放强势，游戏和

文化娱乐行业投放稳定

广告投放数量的变化往往和产品自身或者行业的融资节

奏、行业内竞争情况、以及热门推广阶段等方面关联。

综合电商在Q1的广告投放中占比最高，跟春节期间购物

需求旺盛息息相关。游戏、文化娱乐、生活服务、软件

应用的投放占比均在Q2期间小幅增长。

 2022 各季度移动广告投放行业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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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 游戏 生活服务 软件应用 社交婚恋 综合电商 金融 服饰鞋包

2022.Q2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广告投放数仅统计移动广告投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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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社交 娱乐 工具 生活 阅读

2021年

购物、工具、社交、娱乐类App投放强势

拉长时间维度，发现应用广告投放数波动较大，应用数

量占比无明显波动。购物、社交、娱乐类应用长期保持

高强度投放，工具类应用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2022上

半年以来数量占比高达30%以上。

对比2021年，目前工具类、阅读类应用的投放占比均有

一定程度的增长，由此猜测其未来市场机会大。

 应用（非游戏App）各分类广告数占比分布

 应用（非游戏App）各分类应用数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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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广告投放数仅统计移动广告投放数



在投应用六成为游戏，广告投放占比却只
有20%

近半年以来，游戏、非游戏应用广告投放量级均缓

慢上升。其中非游戏广告投放数占据大头，遥遥领

先游戏广告数。在应用数上，游戏在投应用数量远

远多于非游戏，游戏更注重通过买量实现用户增长。

2022上半年 整体App 移动广告投放中
游戏 vs 非游戏广告投放数占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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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广告投放数仅统计移动广告投放数



广告形式分析：视频和图片依旧是主流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仅统计投放素材形式TOP4，因此加合不满100% 

全网广告投放形式依旧以视频形式为主（竖视频

40.17 %，横屏视频16.1 2 %），其次是图片

（39.35%）。对比2021年，视频广告投放强势，

占比持续加大，Q2各月份均占比超过6成。

47.79%
44.92%

36.70% 36.87%
40.50%

51.27%
56.16%

52.34%

59.49%
64.89%

62.74% 63.29%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2021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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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热门
App盘点



手游App推广： SIG全军出击投放激烈

TOP1-17 TOP18-34 TOP35 -50

三国志·战略版 来玩消消乐 山河梦情

文明与征服 浮生为卿歌 天影纪

一念逍遥 荣耀全明星 仙梦云歌：红包版

永夜帝君 答题变首富 来玩削削削

传奇1.76怀旧版 捕鱼大咖 樱花迷你秀

凌云诺 乌冬的旅店 恐龙庄园

美杜莎传奇 我爱点点消 云上城之歌

口袋猜成语 复古热血 摸鱼乐园

摸摸鱼
蚁族崛起：
神树之战

幸存之地

成语闯关记 成语高手 忍者必须死3

真人捕鱼比赛 九阴绝学红包版 九灵神域

剑魂online 魔狱奇迹 粘土模拟器

幸福路上的火锅店 捕鱼大作战3D 汉字高手

好游快爆 2人迷你游戏 魔龙消消乐

房东模拟器 一念修仙 汉字高手

秀才猜成语 嗨老板 梦幻西游

九域诸天 我想和你谈恋爱 会玩

1

三国志·战略
版

4

永夜帝君

3

一念逍遥

传奇1.76怀旧版

5 6

凌云诺

7

美杜莎传奇

8

口袋猜成语

9

摸摸鱼

10

成语闯关记

2022年 游戏App

推广TOP 10
2022年 游戏App推广TOP 50

2

文明与征服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以上排名按广告投放数综合排

列。

文明与征服开年起以黑马姿态强势上线，近半年来

投放力度强势。



2022上半年应用(非游戏）APP推广总榜TOP40

1

淘特

4

快手

3

安居客

小红书

5 6

快手极速版

7

抖音极速版

8

soul

9

得物（毒）

10

抖音短视频

2022年 应用（非游戏）App

推广TOP 10

2022年 应用（非游戏）App

推广TOP 40

2

拼多多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以上排名按广告投放数综合排

列。

TOP11-
20

TOP21-
30

TOP31-
40

淘宝 momo陌陌 优酷视频

七猫免费小说 探探 全民K歌

哔哩哔哩 伊对视频找对象 心遇

爱聊 搜狐视频 阅友免费小说

叮咚买菜 幸福里 一步有宝

西瓜视频 番茄小说 夸克浏览器

今日头条 番茄畅听 星社团

运动有宝 淘宝直播 超级省电王

支付宝 唯品会 健康走路宝

易车 书旗小说 饿了么



美食小当家

保卫萝卜3

可口的披萨，美味的披萨

4 Type Spin

5 狂野飙车9: 竞速传奇

6 疯狂切水果

7 王蓝莓的小卖部

8 挖矿小能手

9 水上乐园-滑梯竞速！

10 茶艺大师

和平精英

王者荣耀

贪吃蛇大作战

4 地铁跑酷

5 香肠派对

6 汤姆猫跑酷

7 部落冲突 

8 英雄联盟手游

9 Phigros

10 Noodle Master

App下载排行：和平精英、王者荣耀稳居

动作类手游榜前二

休闲手游TOP10榜单中，美食小当家位居下载榜第一；

动作类手游下载榜前十多为 ip改编手游。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仅统计苹果应用商店数据

*以上按应用下载量预估数据降序排列

2022上半年 游戏各分类下载量TOP10

动作休闲

极品飙车

球场风云

Grand Gangstar Vice Town 犯罪

4 WDAMAGE: Car crash Engine

5 城市飞车

6 真实摩托锦标赛：赛车模拟驾驶

7 体验超速驾驶快感

8 Car Parking 2022

9 Hashiriya

10 黑帮盗窃犯罪城市游戏

竞速

梦想农场

多多自走棋

乱世王者

4 弹弹堂

5 Baldi's Basics Classic

6 钢铁远征-纵横联合

7 魔法门之英雄无敌：王朝

8 少女前线：云图计划

9
银河战舰-
策略战争称霸宇宙

10 修真狂人单机版

策略



原神

我的世界

光·遇

4 迷你世界

5 冰与火

6 海岛求生

7 星球毁灭模拟器

8 像素坦克大战

9 Cube Escape

10 恐怖躲猫猫

桃源记

Ragdoll Battle Simulator

我爱恶作剧

4 变形金刚：地球之战

5 胜利之吻

6 小镇大厨

7 挖掘机我最强

8 Crate simulator for PUBGM

9 第九所

10 开间小店

App下载排行：桃源记占据模拟手游下载

量榜首

冒险类手游TOP10中，网易游戏旗下手游占据两席，

我的世界、光·遇均上榜，米哈游原神位居第一。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仅统计苹果应用商店数据

*以上按应用下载量预估数据降序排列

2022 上半年 游戏各分类下载量TOP10

模拟 冒险

植物大战僵尸2

脑洞小姐姐

积木派对

4 橡皮人快跑

5 清洗大脑！

6 镶钻大师

7 冰箱陈列师

8 腾讯围棋

9 超能联盟

10 茶叶蛋大冒险

益智解谜



App下载排行：工具下载榜中浏览器应用

占据多席

工具

夸克位居工具下载榜第一，拼多多 、淘宝、京东HD

分列上半年购物类APP下载量前三。

1

夸克

3

QQ浏览器

2

计算器

1

拼多多

3

京东 HD

2

淘宝

拼多多

淘宝

京东 HD

4 京东

5 孔夫子旧书网

6 返利网

7 省钱快报

8 爱用商城

9 对庄翡翠

10 多抓鱼

购物

2022 上半年 非游戏App各分类下载量TOP10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仅统计苹果应用商店数据

*以上按应用下载量预估数据降序排列

夸克

计算器 

QQ浏览器

4 百度

5 Google Chrome

6 QQ邮箱

7 万能小组件

8 翻页时钟

9 快对（原快对作业）

10 搜狗输入法



       北京交通

       锦江酒店

       四川航空

4        广州地铁

5        如祺出行

6        厦门航空

7        美团民宿

8        阳光出行车主端

9        松果出行

10        ofo共享单车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仅统计苹果应用商店数据

*以上按应用下载量预估数据降序排列

腾讯课堂

ClassIn

希望学

4 作业帮直播课

5 可可英语

6 中公题库

7 猿题库

8 智慧中小学

9 小叶子智能陪练

10 小熊艺术

1

腾讯课堂

3

希望学

2

ClassIn

1

北京交通

3

四川航空

2

锦江酒店

App下载排行：腾讯课堂成教育 App下载

量榜首

教育类下载榜TOP10，中小学教育平台占据四席，分

别是希望学、作业帮直播课、猿题库、智慧中小学。

2022 上半年 非游戏App各分类下载量TOP10

教育

旅游



念念手帐

乐涂填色

时光手帐

4 LifeEnjoy趣味探

5 咪咕视频

6 月亮播放器

7 小爱同学

8 果师兄恢复大师

9 来分期

10 安全守护2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仅统计苹果应用商店数据

*以上按应用下载量预估数据降序排列

小红书

微信

QQ

4 微博

5 知乎

6 画世界

7 半次元

8 ZCOOL站酷

9 KK键盘

10 TapTap

1

小红书

3

QQ

2

微信

1

念念手帐

3

时光手帐

2

乐涂填色

App下载排行：小红书成社交 App下载榜首

小红书、微信、QQ位居社交类下载榜前三；

念念手账、乐涂填色、时光手帐位列生活类下载榜

前三。

2022 上半年 非游戏App各分类下载量TOP10

社交

生活



抖音

剪映

抖音极速版

4 快手

5 醒图

6 快手极速版

7 美图秀秀

8 易视云

9 水印宝

10 DJI GO 4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仅统计苹果应用商店数据

*以上按应用下载量预估数据降序排列

Kindle

扇贝阅读

动漫之家

4 京东读书

5 叽里呱啦

6 微信读书

7 长佩阅读

8 番茄小说

9 看理想

10 奇奇学

1

Kindle

3

动漫之家

2

扇贝阅读

1

抖音

3

抖音极速版

2

剪映

App下载排行：Kindle成图书App下载量榜

首

在重点应用分类的下载量排行榜中不乏热推应用的

身影，比如番茄小说同时长期位居推广榜前十；摄

影与录像类应用下载榜前三均为字节旗下应用。

2022 上半年 非游戏App各分类下载量TOP10

图书

录像与摄影



重点行业
投放趋势分析

手游/网赚/金融/工具/小说阅读/综合电商/社
交



11.36%
9.99%

12.38%

14.00%

15.45%
16.26%

0.00%

5.00%

10.00%

15.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综合电商

2022年行业投放波动较大，4月手游买量

市场迎来小爆发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广告投放数仅统计移动广告投放数

自4月11日游戏版号解禁以来，手游买量市场迎来

小爆发。据AppGrowing所追踪到的手游买量情报，

4月在投手游素材相比三月份上涨了142%，新投手

游超600款。文化娱乐、软件应用、生活服务、金

融行业近半年来广告投放占比均呈上涨趋势，其中

文化娱乐类投放占比增长明显。

2022上半年 重点行业广告投放占比趋势变动

游戏

软件应用

文化娱乐

社交婚恋

生活服务

金融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排名按广告投放数综合评定排列

手游：传奇类和仙侠类是各大厂商主推，

多为经典ip手游

各大手游厂商热推角色扮演类、策略类手游，如乱

世王者、梦幻西游、梦幻新诛仙等。腾讯、网易多

热推SIG手游，完美世界热推仙侠类手游，网赚游戏

依旧火热，广州聚迈的秀才猜成语系列投放强势。

2022上半年 重点手游开发商热推手游TOP5

深圳雷霆

TOP1

一念逍遥

TOP2

奥比岛：
梦想国度

TOP3

花落长安

TOP4

黎明精英

网易游戏

TOP1

梦幻西游

TOP2

率土之滨

TOP3

无尽的拉格朗日

TOP4

倩女幽魂

完美世界

TOP1

梦幻新诛仙

TOP2

幻塔

TOP3
梦幻新诛仙
官方版

TOP4

新笑傲江湖

腾讯游戏

TOP1

我的文明模拟器

TOP2
幸存之地之
末日生存

TOP3

乱世王者

TOP4

重返帝国

广州聚迈

TOP1

秀才猜成语

TOP2

水果点点消

TOP3

阿强消消消

TOP4

成语天天鉴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仅统计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TOP 100手游的风格占比

手游：买量主力军-传奇/模拟/仙侠/战争

模拟经营类手游在三月份格外热闹，不仅中小厂商

在厮杀，三七互娱、字节等大厂也加入其中。传奇、

模拟、仙侠、战争类手游持续保持较高的投放，Q2

相对Q1投放占比均有所回落，尽管政策因素影响市

场有浮动，波动之后还是会趋于平稳。

2022上半年 各季度 重点游戏风格广告数占比分布

Q1 Q2

模拟

Q1 Q2

传奇

Q1 Q2

仙侠

Q1 Q2

三国

Q1 Q2

战争

消除

Q1 Q2

5.91%

2.10% 4.85%

2.07% 4.73%

7.37%
3.73%

10.38% 11.28%

8.22%

8.98%
9.08%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排名按广告投放数排列

网赚风计步软件受关注，广州开发商买量

强势

网赚赛道也开始受到广告主的关注，应用推广排行榜

TOP100中，计步软件占比近半年来都保持在7-8款，并未

呈井喷之势。而上半年Top10计步应用，有8款来自于广州的

开发商。其中有2个广州公司各有2款应用上榜，推测广州的网

赚应用或网赚手游氛围较为强烈。

走路计步类应用名多直接了当凸显“走路有宝”，icon基本都

围绕“走路”展开设计。

2022 上半年 热投网赚（计步类）App盘点

健康走路宝

走路得宝

走路我特牛

走路达人

走路有宝

多益走路

走路健康宝

极光走路

锦鲤运动走

走路多宝

健康走路宝

走路达人

走路得宝

走路有宝

走路我特牛

多益走路

2 3
4

8

6
7

8
7 7 7

2021.9 2021.10 2021.11 2021.12 2022.1 2022.2 2022.3 2022.4 2022.5 2022.6

应用推广榜TOP 100-计步类App数量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按广告投放数降序排列

手游：重点游戏风格热推手游TOP10

传奇排行榜中传奇1.76怀旧版、美杜莎传奇、复古

热血占据前三，模拟经营手游幸福路上的小火锅、

房东模拟器、爷爷的小店均投放强势。三国志·战

略版、文明与征服引流SIG买量市场。

2022上半年 重点风格热推手游TOP10

传奇 模拟 仙侠 战争 消除

1 传奇1.76怀旧版 凌云诺 一念逍遥
三国志·战略

版
来玩消消乐

2 美杜莎传奇
幸福路上的火锅

店
永夜帝君 文明与征服 我爱点点消

3 复古热血 房东模拟器 剑魂online 指上谈兵 魔龙消消乐

4 魔狱奇迹 浮生为卿歌 九域诸天 万国觉醒 花儿爱消除

5 天影纪 爷爷的小店 九阴绝学红包版 率土之滨 水果对对碰

6 1.80全新火龙 乌冬的旅店 一念修仙 重返帝国 方块乐消除

7 赤月龙城 我想和你谈恋爱 山河梦情 无尽的拉格朗日 冰箱保卫战

8 MU怀旧版 粘土模拟器 天影纪 指挥官模拟器 方块爱消除3D

9 王者之路 星战模拟器 九灵神域 布卡云电脑 开心消消乐®

10 蓝月返利版 筑梦长安生活 傲剑苍穹官方
阿瓦隆之王：
龙之战役

快乐爱消除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排名按广告投放数从多到少排列

刷视频赚钱类也是网赚应用的重点分类。而对于网

赚App来说，广告是重要的变现形式，诸如网贷、

理财、选股、短视频、电商、棋牌游戏、娱乐直播

等都是其重点广告主。

        鲨宝短视频

        多多短视频

        喜多多视频

        好运来视频

        畅看短视频

        乐看极速视
频

        开心短视频

        乐视视频

        瓜瓜视频极
速版

        快玩短视频

鲨宝短视频

好运来视频

多多短视频

畅看短视频

喜多多视频

乐看极速视频

相关热门素材盘点

主推：看视频  领红包   提现

网赚应用重要分支：刷视频赚钱

2022 上半年 热投网赚（看视频赚钱）App盘点



热投网赚应用投放案例

数据来源： 第三方数据源

    天天趣走路 投放策略

爆量关键点

网赚应用如何布局投放策略，才能让转化更高呢？AppGrowing 

通过第三方数据源，收集两个案例实战-网赚应用在腾讯广告

的投放数据供参考。整体而言，通过微信流量触达更多新用户，

跳出网赚用户圈层是这两个案例成功的关键。

通过较为简单直接的横版图片及

gif视频素材，直击用户痛点，素

材产出成本低快速铺量，促进高转

化。
取得成果

6月期间，App 曝光量 3亿+

广告投放数量500w+  新增用户 200W+

日均曝光 1000W+

日均新增用户6-10w

   金曲多多投放策略

关键行为出价在投放时直接优化用户质量

6月期间，App 曝光量 1亿+

广告投放数量300w

日均曝光 500W+，日均优质新增用户2-5w

爆量关键点

取得成果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排名按广告投放数综合评定排列

网赚游戏：答题/猜成语类投放强势

网赚游戏多以答题或者猜成语的类型为主，操作简

单低门槛，整体同质化严重，套路大多相似，网赚

游戏买量市场越来越激烈。

2022 上半年 热投网赚游戏盘点

答题类

       答题大赢
家

       非常猜题

       答题我最
牛

       答题小超
人

       答题解密

       王牌答人

       疯狂爱答
题

       答题全明
星

       养生答人

       你问我答

       口袋猜成
语

       成语闯关
记

       秀才猜成
语

       成语高手

       成语挑战
者

       快来猜成
语

       探花猜成
语

       来玩猜成
语

 
       成语小超

人
       成语闯关

记

答题大赢家

答题小超人

非常猜题

答题解密

答题我最牛

王牌答人

口袋猜成语

成语高手

成语闯关记

成语挑战者

秀才猜成语

快来猜成语

猜成语类



金融：表单留资为主要推广目的

以表单留资类为推广目的广告占金融行业广告投放

的97%，远超App下载类。支付宝、启牛学堂、360借

条等表单留资推广力度大。

2022上半年 金融行业移动广告投放数占比
表单留咨类 vs 下载应用类

Category

表单留咨类 下载应用类

97% 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分类基于对应广告的不同推广目的划分的，统计对应广告主的广告数排名

表单留资类TOP10 下载应用类TOP10

支付宝 股市赢家

启牛学堂 源达慧选股

360借条 京东金融

4 元保保险 高能智投

5 众安保险 东方财富

6 水滴保 极融借款

7 巨丰财经 信用钱包

8 安逸花 选股冠军

9 指南针—智能炒股
            同花顺手机炒股股票

软件

10 分期乐 随手分期

2022上半年 表单留咨类广告主 vs 下载应用类App推广榜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金融：支付宝超九成素材为竖视频

热门素材解析

1分钱领整箱水果套路

以“1分钱领整箱水果”为主要切入

点，配上新鲜的水果图，抓住用户

贪便宜的消费心理，引导用户下载

使用。

下载就有大额红包的套路

模仿通知信息弹出的界面，营造强

烈的生活感同时用大额红包等关键

词，引导用户下载。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
TOP3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49.58%

38.62%

9.14%
1.26% 0.80%

快看点 快手联盟 穿山甲联盟 快手 番茄小说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90.24% 8.32%

1.40%

竖视频 图片 视频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金融：360借条青睐腾讯系媒体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32.89%

14.59% 14.34%
12.23%

8.51%

优量汇联盟 QQ 浏览器 腾讯新闻 QQ QQ 小程序媒体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热门素材解析

模拟夫妻对话制造冲突

模拟夫妻日常对话制造贴近生活

的冲突感，再以“免息”为产品

亮点展示产品的卖点，“24期分

期”呈现产品对比其他借贷平台

的优势，直戳痛点。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62.03% 33.64%

3.58%图片 竖视频 视频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金融：启牛学堂主打“免费学理财”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75.10%

20.44%

2.22% 1.37% 0.74%

腾讯广告 巨量引擎/千川 百度营销 快手磁力引擎 网易易效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热门素材解析

0元免费学理财

通过真人模拟学习理财过程，

多情景再现，营造真实且贴近

生活的感觉，故事情节吸引用

户注意，再通过“0元免费”凸

显自家产品的优惠力度。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75.66% 22.05%

2.18%竖视频 视频 图片



应用名称 广告素材宣传点

夸克浏览器 免费看小说、更新快

超级省电王 一键清理、手机流畅

百度极速版 签到就能领红包，随时提现

4 2345天气预报 卫星定位、精准预报

5 火速清理 一键清理手机垃圾

6 趣演 一键换装、照片美化

7 瑞奇天气 刮风下雨早知道

8 多喝水 喝水多多、营养健康

9 万能WiFi密码 不用密码、自动连接WIFI

10 UC浏览器福利版 新人红包、人人可赚、超快提现

11 倩影秀 一键抠图、让你的照片更有趣

12 魔音变声器青春版 一秒变声、操作简单

13 百度 有问题，上百度

14 吉日历 一键查看良辰吉日

15 应用宝
免费下载应用宝
新人更有0元充

16    iScanner - PDF扫描仪 纸质文件秒变电子版

17 热门素材 海量素材一应俱全

18 皮皮动态壁纸 超级好看手机壁纸免费下载

19 手机清理王 一键清理，释放内存不卡顿

20 悟空浏览器 看视频就能赚零花钱

工具热推TOP20：夸克浏览器位列榜首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按广告投放数降序排列



2022年上半年 工具类重点分类应用TOP 5

2022年上半年热投的工具类主要有手机优化，天气

日历，浏览器及wifi管理四大类，超级省电王、

2345天气预报、夸克浏览器、万能WiFi密码分别位

居这几大工具细分类投放榜首。

火速清理

工具类应用：清理/日历天气类投放强势

手机优化 天气日历 WiFi管理 浏览器

1 超级省电王
2345天气预报 万能WiFi密码 夸克浏览器

2 火速清理
瑞奇天气 秒连WiFi 百度极速版

3 手机清理王
多喝水 智连WIFI UC浏览器

4 极光清理专家
吉日历 雷达WiFi 百度

5 王者清理大师
知雨天气 WiFi加速精灵 悟空浏览器

2022年上半年工具类热推TOP100投放类型占比

安全/清理/优化：35%
35.00%

19.00%

9.00%
6.00%

安全/清理/优化 天气和日历 WiFi管理 浏览器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按广告投放数作为统计依据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热门素材解析

此类广告素材主打内容丰富，同

时主打“免费”这一特色，以此

来吸引用户注意力。

实用工具

以提供文件扫描的实用工具为卖点，

并用“同事都在用”引发用户从众

心理，从而引导用户点击使用浏览

器。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工具应用：夸克浏览器多渠道投放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27.86% 26.77% 25.67%

7.61%

2.50%

穿山甲联盟 快看点 快手联盟 抖音短视频 番茄小说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海量内容免费看

78.47% 17.79%

3.43%竖视频 图片 视频



工具应用：超级省电王主投穿山甲联盟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76.47%

21.45%

0.96% 0.92% 0.19%

穿山甲联盟 番茄小说 字节小程序媒体 抖音短视频 今日头条

热门素材解析

点击一键清理类套路

此类广告素材以朴素的背景+“清理

“和”全部删除”文字，突出产品

“一键清理” 和“方便快捷”的卖

点，吸引用户下载。

强调省电类套路

此类广告素材多以白色背景+红色

“省电”的字为主，以此来突出本

产品“省电”的卖点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47.65% 42.19% 9.97%

图片 视频 竖视频



工具应用：百度极速版主投穿山甲联盟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63.93%

16.73%
8.56% 5.55%

1.51%

穿山甲联盟 优量汇联盟 番茄小说 快手联盟 快看点

热门素材解析

朋友推荐类套路

以朋友日常对话为主要场景，从朋

友的推荐加强产品的可信度，同时

也营造出自然舒服的氛围，吸引用

户下载。

模拟新闻主持人类套路

以主持人身份进行产品介绍，提高

产品的专业度，使其更有说服力，

最后引出产品，抛出赚钱、提现等

产品卖点。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47.20% 43.18% 9.23%

图片 竖视频 视频



应用名称 主推小说题材TOP5

七猫免费小说 重生、都市、民间、穿越、言情

番茄小说 古代、都市、言情、玄幻、女帝

番茄畅听 穿越、女帝、总裁、言情、重生

4 书旗小说 乡村、古代、重生、总裁、灵异

5 阅友免费小说 总裁、穿越、都市、古代、言情

6 得间免费小说 穿越、玄幻、重生、总裁、虐文

7 QQ阅读 重生、穿越、师徒、言情、总裁

8 淘小说 古代、穿越、总裁、重生、校园

9 喜马拉雅FM 恐怖、相声、乡村、都市、玄幻

10 快看漫画 校园、玄幻、科幻、穿越、古代

11 七读免费小说 师徒、总裁、都市、穿越、武侠

12 河马免费小说 重生、年代、总裁、虐文、都市

13 米读极速版 古代、穿越、都市、重生、总裁

14 小说阅读吧 穿越、古代、都市、总裁、重生

15 腾讯动漫 玄幻、穿越、武侠、魔幻、重生

16 追读 穿越、言情、师徒、重生、总裁

17 必看免费小说 师徒、总裁、乡村、师徒、玄幻

18 江湖小说 玄幻、女帝、武侠、言情、师徒

19 淘小说HD 穿越、女帝、师徒、都市、重生

20 起点读书 穿越、重生、古代、都市、玄幻

小说阅读热投TOP20：主推玄幻、都市小说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小说题材按广告素材划分分类



小说阅读：七猫免费小说主投巨量引擎、腾
讯广告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38.54%

30.02%

22.22%

3.29% 2.53%

巨量引擎/千川 腾讯广告 百度营销 阿里超级汇川 快手磁力引擎

热门素材解析

夫妻重归于好套路

立足都市言情小说，以“离婚”到

“猪油蒙了心”作为故事反转来抓

取用户眼球，图片为精美动画或真

人出镜，文案巧妙引向故事后续。

设置时间悬念套路

呈现了儿童和成年人形象的对比，

显示了时间差，文案“多年无

子”“缩小版自己”为故事留下悬

念，吸引用户点击。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76.18% 9.40% 6.95%

图片 竖视频 视频



小说阅读：番茄畅听主投巨量引擎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59.88%

38.35%

0.63% 0.51% 0.28%

巨量引擎/千川 腾讯广告 奇麟神算 百度营销 UnityAds

热门素材解析

老歌＋免费类套路

以亮眼的App官方色做海报宣传，吸

引用户下载，同时“老歌”字眼更

能吸引中老年用户，具有针对性。

模拟专家教学类套路

用专家教学的形象，增加产品的

可信程度，搭配“赚钱”等关键

词作为产品的卖点，吸引用户下

载使用。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50.00% 27.02% 20.84%

竖视频 图片 视频



小说阅读：番茄小说重视字节系媒体的投放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61.07%

11.67%
4.57% 4.18% 4.10%

穿山甲联盟 字节小程序媒体 腾讯新闻 QQ 浏览器 抖音短视频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热门素材解析

模拟情侣对话类套路

将视频分为三个板块，中间是模拟

情侣对话，强调“看书领红包”的

卖点，再在两边配上红色背景配上

“0收费”直击用户消费心理。

真人配上剧情高光类套路

选取部分小说文章的重点情节梗概，

配上真人照片，展现人物关系矛盾

和冲击力的情节，激起用户阅读小

说的欲望。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54.77% 28.06% 15.95%

竖视频 图片 视频



应用名称 广告素材宣传点

淘特 工厂价、便宜、红包、划算

拼多多 便宜、包邮、限量、降价

得物(毒) 正品、降价、大牌、爆款潮鞋

4 淘宝 便宜、包邮、优惠、厂家直销

5 叮咚买菜 新人领优惠券、送到家、红包

6 淘宝直播 低价好物、便宜、红包

7 唯品会 大牌、价格封顶、便宜

8 星社团 社团、免费、追星女孩

9 奖多多 苹果手机抢购、免费、包邮

10 福利生活 一分钱、免费、生活用品

11 盒盒乐 海量皮肤、免费、限量版

12 京东 好物、免费试用、低价

13 天天白拿 免费、包邮到家、白送

14 朴朴 超市、优惠券、新人福利、新鲜

15 天天锦鲤 包邮、抢购、免费

16 阿里巴巴 批发价、工厂直销

17 元气魔盒 一键抽盲盒、新人、爆率

18 摩托范 摩托车、优惠价格、不贵

19 天猫 好物、折扣、低价、特惠

20 优荔多省 抢购、限量、速抢、数量有限

综合电商热投TOP20：淘特位列第一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按广告投放数降序排列



综合电商：淘特青睐联盟类媒体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47.33%

27.63%

9.30% 8.28%
2.28%

优量汇联盟 快看点 穿山甲联盟 番茄小说 快手联盟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热门素材解析

商品特价卖类套路

此类素材用新鲜水果或其他商品图

片作为背景配上醒目的价格，反复

强调“抢到就是赚到”，利用用户

贪小便宜的消费心理，刺激用户点

击参与消费。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50.39% 43.21% 6.14%

图片 竖视频 视频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综合电商：拼多多的视频及图片素材占
比五五开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44.30%

11.61%
8.53%

5.73% 3.88%

优量汇联盟 穿山甲联盟 字节小程序媒体 百青藤小程序媒体 抖音短视频

热门素材解析

热门商品低价卖类套路

用热门商品作为背景，配“9.9”或

者“1元1个”等词语，直戳用户想

要捡便宜的心理。反复强调低价和

限量，引导用户下载。

领取百元红包类套路

用模拟情景点出用户可能存在生活

费不够的情况，再配上红色大字的

“100元红包”，让用户感觉到亲切

的同时，直击用户的消费心理。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57.57% 21.77% 17.78%

图片 竖视频 视频



综合电商：得物主投优量汇联盟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71.40%

6.61% 3.50% 3.29% 2.77%

优量汇联盟 穿山甲联盟 QQ 腾讯新闻 看点快报

热门素材解析

新人礼包类套路

背景多为潮牌服饰配上醒目的“新

人礼包”等字，强调出App对新用户

的优惠，直击用户想要便宜的心理。

大牌低价类套路

在广告中用各个大牌配上低价，展

示大牌好物，迎合用户追求大牌和

商品颜值的心理，刺激用户消费。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72.69% 14.60% 12.51%

图片 视频 竖视频



应用名称 广告素材宣传点

小红书 护肤、家常菜、教程、手工

Soul 灵魂、匹配、交友、遇见、崩溃

    爱聊-原陌声交友 一个人、单身、交友、恋爱

4 momo陌陌 喜欢、本区、单身、约会、聊天

5 探探 喜欢、珍惜、孤独、配对、本区

6    伊对视频找对象 喜欢、本区、一个人、阿姨群

7 心遇 交友、真人、自动、约会、阿姨

8 知乎 高考、填报、志愿、文艺、名师

9 他趣 交友、年龄、交友、小姐姐

10 就聊 本区、约会、聊天、阿姨群

11 HOBBY 搭配、舞蹈、下载、法则、街舞

12 呼呼 本区、好友、约会、女性

13 音对 小姐姐、唱歌、匹配、在线

14 多多交友 离异、相亲、对象、结婚、优质

15 Halo摩托 摩托车交流服务

16 同城夜聊 一个人、喜欢、聊聊、做饭

17 心心相印 本区、约会、认识、好友、阿姨

18 附近人 约会、本区、妹子、交友

19 TT语音 王者、皮肤、表情包、可爱

20 珍爱网 同城、相亲、离异、匹配

社交热推TOP20：陌生交友类投放强势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按广告投放数降序排列



热推社交App：男性用户是主要受众群体

数据来源:易观千帆五月数据监测（5.1-5.31）
  

（单位：分钟）

日均当日使用时长

热投社交App用户普遍男多女少，年龄多集中在24-

30岁、31-35岁，日均使用时长基本低于60分钟。

44.63

33.96

18.42
14.59

Soul 陌陌 爱聊 探探

28.67%
27.55%24.30%

28.97%

22.66%

34.96%
39.73%

28.90%

24岁以下 24岁到30岁 31岁到35岁 36岁到40岁 41岁及以上

陌陌 Soul 探探 爱聊

用户年龄分布

77.26%

58.64%

63.10%

65.11%

22.74%

41.36%

36.90%

34.89%

陌陌

Soul

探探

爱聊

用户男女比例



社交App素材要点：交友/情感/同城/孤独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灵魂社交类套路

采用年轻人在诉说孤独感为剧

情，唤起许多年轻人的共鸣感，

再打出“灵魂社交”的口号，

深抓用户群体的痛点。

Soul

同城交友类套路

用美女照片配上醒目的“同城

交友”字样，突出产品自身带

有的美女资源，吸引急于脱单

的男性用户群体。

爱聊

真人剧情类套路

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观众，

广告语突出人物的孤单和失落，

再强调产品给用户带来的情感价

值，能够治愈用户。

陌陌

情感专家类套路

通过打造情感专家的形象，讲

述现代年轻人遇到的情感问题，

抓住年轻人们的痛点，再推出

自身产品。

探探



社交：小红书投放策略分析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49.92%

9.29% 9.05% 8.98% 6.37%

优量汇联盟 QQ 小程序媒体 QQ

热门素材解析

护肤知识科普类套路

大多采用美女真人出镜，通过展示

美女良好的肌肤博人眼球，直戳有

着护肤需求的用户心理。

展示家常菜做法类套路

大多采用美食制作视频，通过色香

味俱全的美食视频直击观看者心理，

配上教程吸引用户下载使用。

49.98% 40.40% 6.65%

视频 竖视频 图片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社交： Soul 在快手磁力引擎平台投放强
势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40.41%

31.85%
27.44%

0.15% 0.11%

快手磁力引擎 腾讯广告 巨量引擎/千川 网易易效 百度营销

热门素材解析

从众心理类套路

通过展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XXX”，

提高产品的信任度，并利用用户从

众心理。

设身处地建立情感共鸣类套路

从当代年轻人对社交APP的情感需

求的现实秀气出发，用“成年

人”“言不由衷”“崩溃”等词汇

引起女性群体的情感共鸣。

81.33% 15.71%

竖视频 视频 图片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社交：爱聊主投快看点媒体

重点广告媒体投放占比

49.93%

19.51%

7.36% 4.94% 4.56%

快看点 优量汇联盟 快手联盟 看点快报 QQ 浏览器

热门素材解析

美女吸睛类套路

多用美女照片博人眼球，从男性

用户视角出发，用软件有的美女

资源吸引男性用户下载使用。

美女地标类套路

采用地图作为背景，以用美女照

片作为地标，传达出美女范围广，

方便男性用户认识。

70.48% 22.47%

4.24%
竖视频 图片 视频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TOP20 广告素材主要宣传点

安居客 优质二手房源、降价房源查询

支付宝 红包领取、省钱优惠、生活购物

易车 新车开售、降价优惠、不看后悔

4 幸福里 房东出国、配套家具、二手房

5 饿了么 新人领红包、专享红包、炸鸡

6 58同城 高薪工作、五险一金、二手房源

7 贝壳找房 VR看房、海量房源、急卖房源

8 美团 参与活动领红包、新鲜水果

9 新途天气 本地天气预报、精确预报

10 大众点评 美食攻略、旅游好去处

11 好多房 房东出国急售、家具配套

12 赶集网 双休包吃住、高薪急聘、五险一金

13 汽车之家 汽车底价、一键查询

14 生活始末 装修小帮手、装修参考、风格设计

15 鱼泡 免费招工、大量工地招工

16
   联通手机营业厅

(官方版)
福利秒杀、狂欢活动、抢购手机

17 天天拆快递 试试手气、免费领取、薅羊毛

18 好好住 同款装修、装修灵感、效果图

19 途虎养车 汽车保养、靠谱品牌、轮胎安装

20 链家 优质房源、二手出租

生活服务热推TOP20：安居客稳居第一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以上按广告投放数降序排列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1.1-6.30）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生活服务：安居客8成广告投放在腾讯广告

82.42% 13.76%

3.33%图片 竖视频 视频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82.99%

13.83%
1.47% 0.79% 0.53%

腾讯广告 巨量引擎/千川 快手磁力引擎 网易易效 百度营销

热门素材解析

低价房价类套路

以地理位置+价格为主，重点突出

“售价”、“降幅”、“急售”、

“性价比高”等文字，吸引用户点

击广告进行了解。

警示类套路

开头列出多项购房原则作为警示和

干货，吸引用户观看，最后接上广

告，暗示用户平台上有更优选择。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1.1-6.30）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生活服务：幸福里主推图片素材

流量媒体投放占比

96.56%

3.22% 0.13% 0.03% 0.02%

巨量引擎/千川 快手磁力引擎 腾讯广告 网易易效 百度营销

85.10% 13.09%

1.06%
图片 竖视频 视频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热门素材解析

红包领取类套路

通过营造某个生活情境，吸引用户

观看，以红包领取为重点，继续引

导用户下载应用领取。

提出问题类套路

通过提出一个热门问题，引起用户

关注，同时在问题下方标明平台的

相关功能，吸引用户下载应用。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流量平台和素材形式仅统计2022年上半年（1.1-6.30）的移动广告投放数据

生活服务：易车主推竖视频素材

重点流量平台投放占比

58.07%

24.25%

9.89% 7.49%
0.17%

巨量引擎/千川 腾讯广告 快手磁力引擎 百度营销 网易易效

71.32% 20.92% 6.14%

竖视频 图片 视频

广告素材形式占比TOP3

热门素材解析

买车避坑类套路

视频封面“小白买车指南”吸引用

户观看，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用

户，同时也展现便捷、专业的产品

形象。

人生大事类套路

视频开头以“五六万买车” 吸引上

班族用户注意，引出产品的低价车

源，最后说出“挑选自己的汽车”，

解决当下年轻人买车等生活痛点。

*由于该应用可能投放超过3种形式，
此处只统计前3大形式，故广告形式可能占比低于100%，下同



重点行业
热门广告文案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年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传奇手游：爆率/加速/装备/元宝为热门

文案高频词

传奇手游高频词突出“爆率”“加速”的爽快感，

以强调游戏能在短时间得到快感，进而吸引玩家。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正版传奇《超变变态版》火爆公测！正宗

传奇，神装任选！超高爆率

这传奇才叫爽！800%加速，30倍爆率，刀刀

烈火光柱，散人天堂！

传奇1.76怀旧版！1:1复刻1.76，装备全

靠打，试试准没错

高爆率满攻速，装备全靠打！

1000%加速，1500%爆率，刀刀暴击，刀刀

爆光柱，3分钟挂出66W元宝

这才是真传世，超高爆率，10分钟赤明天

地，1小时打穿五蛇殿！

传奇手游，装备全靠打，战力+900w，12转神

装全面开放，自由交易

3大主播推荐！2022全新仙侠，专为高质量玩

家设计，上线送vip!

咦！这传奇有点意思，0充值，神装送不停！！

传奇手游 热门广告文案

传奇没意思了？那是因为你没玩过这款！

超爆版本，新手村20倍爆率，一刀一怪，超

简单！上线就送神装！

3天战力上亿，7天即可化神，免费送一千连

抽，限时免费抢黑悟空！

开局建议选法法！打怪直升90级，带流星火

雨技能刷图无敌！

原始传奇：1.76版本，画面=游戏内容，PC传

奇1：1移植优化！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仙侠手游：装备/公测/红包/爆率为热门

文案高频词

仙侠手游高频词重点突出“红包”“公测”“装备”

等；热门文案着重强调首充的福利和庞大精美的仙

侠世界观。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这游戏首充6元：全套+15粉装+神兽坐骑

+9阶翅膀+60000元宝！

凡人修仙，可逆天改命，渡劫飞升。《一念

逍遥》免费送50抽！

陆毅代言三国福利，注册送千抽，上线五

星神将免费送！

研发整整8年的诚意之作，永不收费，装

备靠打，拍卖行自由交易！

《九灵神域》国产仙侠扛鼎之作，4k超清

画质，今日公测！

这才是真正的修仙游戏，修真感满满！

筑基，元婴，化神，渡劫飞升

全新国风仙侠MMO惊喜上线！超高爆率，自由

交易能回收！

这游戏首充6元，送全套+15粉装+神兽坐骑+9

阶翅膀+600000元宝

《剑魂online》今日震撼公测！坐骑翅膀

任选，神器时装皆可掉落！

仙侠手游 热门广告文案

十分钟380级，热血三国超变态版，上线V10，

爆率9.8，副本无限刷

爷青回！《一念逍遥》真实修仙上线了，修

仙三天，战力破亿！

仙侠情缘，神兵翅膀登录就送，装备靠打，

自由交易！！

真实修仙体系，筑基，元婴，渡劫，飞升，

挂机一晚修为爆涨！

《剑魂online》今日公测！上线送1亿钻石，

登录签到送限定光翼！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模拟手游：经营/开局/解压为热门文案高

频词

模拟手游高频词为“经营”“开局”“解压”等，

抓住用户想要在游戏里得到放松、休息的心理。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
点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这才是解压休闲小游戏，刚上3天就霸榜！ 用幸福养猪场上领的红包给女朋友买了十根

烤肠，浪漫

全新古风模拟经营，穿越回古代，能否逆

袭人生，全凭你的选择!

智商要足够，三天就上位！试试，在古代

你能活几集？

苦等几个月，幸福养猪场终于出了！

饲养小猪、升级养猪场赚钱，这就是我向

往的生活！

全新古风经营游戏，开局小掌柜，要如何

逆袭人生全看你的操作！

手头紧缺钱花？回家养猪！幸福养猪场里红

包不停~

老婆为了玩这游戏，连鸡都不吃了，我也下

载一个！

模拟手游 热门广告文案

都2022年了你还不知道幸福养猪场真的可以

赚钱吗！

难怪男朋友最近都不带我打排位了，原来在

瞒着我玩这个游戏！

专为女生打造的手游！回古代当官，你的命

运会如何？

幸福养猪场，养猪领的红包拿到手软，随时

提现！

同事最近一直红包不停原来是玩幸福养猪场，

边养猪边领红包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年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走路计步：走路/每天/步数/运动为热门

文案高频词

此类应用面向网上赚钱敏感、注重健康且空闲时间

较多的用户，文案多次出现“每天”，传达该应用

能“每日赚钱”“积小成多”的特点。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每天走路赚钱，轻松提现，秒到账！ 每天走路2000步能兑换多少钱？快来测一测

你每天走路的收益吧

如果你有手机，别浪费走路赚钱功能

走走路就能赚钱，随走随提！

成都红包随便领，天天大红包，你看到的

奖励都能提现！

赚钱好难？省吃俭用？大可不必！这里走

路赚钱秒到账！

今日登录立领红包，走走路再发大红包，不

拿就亏了！

天天爱走路，走路赚钱两不误，走走路就能

赚钱，随走随提！

说了一千八百遍，别怪我没提醒你，今天的

步数红包可能就要清零了

热门广告文案

走路计步数，红包随时提现哦

居然真的能提现！随时提现！提现秒到耶，

解锁红包，「赚钱」app

注意了！走路计步数，红包随时提现

今日登录立领红包，走走路再发大红包，不

拿就亏了！

步数可以换红包啦！每天走路就能赚钱，不

信来试试！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年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刷视频赚钱：视频/提现/随时/赚钱为热

门文案高频词

“刷视频赚零花钱”、“随时提现”、“红包能

领”、“海量视频”等都是此类应用的营销重点。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本月签到领红包，每天都有红包领，可提

现！

看视频赚钱领红包！我的零花钱就是这么来

的~

同事每天都在用这个app赚钱，原来是用

了这个app！

红包随便领，一键提现，秒到账！太赞啦！

今日起，签到即可领红包，秒提现

同事们每天都有红包可以提现？原来是靠

它赚红包！

每天都有「红包」领，签到领红包，大红包，

今日起，秒提现，可提现！

【有红包还不领？】众人帮赚钱超轻松！无

套路，纯现金红包！

在家闲着没事干？不如用这个app，每天都能

赚钱，提现秒到账！

热门广告文案

别再哭穷了，这里有大红包！快来看看！

不管多少都能提现的软件，没有提现设限，

你看到的「奖励」都能提现

今天起，做任务赚零花钱，红包随便领，一

键提现秒到账

【赚钱超轻松！】今日起，用众人帮做任务

赚取零花钱~秒提现！

【赚钱攻略】不管多少都能提现的软件，天

天大红包，赚取零花钱~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年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网赚游戏：核心是“赚钱”“体现”

“答题”、“成语”、“提现”、“红包”等都是

此类游戏的营销重点。向用户传达出“轻松赚钱”

的概念，吸引用户下载。

成语类网赚游戏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答题类网赚游戏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金融理财：最高/免费/x元学为热门文案
高频词

金融理财广告多突出红包、奖励等关键词，抓住用户们迫

切想要通过理财赚取钱财的心理，再配上“最高”，“挑

战”等关键词刺激用户的紧张感。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0元学理财，有钱人也这样理财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现在下载支付宝

就有大额红包可领~~

仅限今日:支付宝新人注册领红包啦，最

高100元呢!

100元大红包！试试你的手气，支付宝免

费送！

别让几千块工资拴你一辈子，花12元学理

财，挑战4年全款买房！

100块也能理财！0元免费学理财，马上恢

复原价，赶快抢

1月1日领完截止，抓住2022黄金期！0元学理

财，轻松涨收入

后悔知道晚了！支付宝新用户下载注册可领

8-100元，不领亏大了

“五十二周存钱法”每周投入100元，半年收

入让我大吃一惊！

金融理财 热门广告文案

【报完为止】0元学理财，每天15分钟，告别

几千块的月薪！

理财担心被骗？微淼12元小白理财训练营，

理财名师一对一指导

为什么穷人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想要进阶富

人，先从懂“钱”开始！

年轻人如何理财？来微淼学理财

现在才知道！100元也能理财，0元9天小白理

财课，本期即将报满！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金融股票：以诊股/免费/炒股为热门文案

高频词

股票类广告文案主推专业炒股技巧和低价学股票，用”免

费“抓住了用户想要快速赚钱的心理，吸引用户下载。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指南针又出黑科技：自动提示买卖点，今

日可1元体验~

上海股票大佬长期做短线交易战法曝光，选

股布局全靠它！

手把手教你利用短线技巧，价值998元，

限时0.99元抢!

潜力大好股分析 免费领3只强势股票 或

上涨一周 限量送

12个选股逻辑，10个短线技巧，5天学习

时间，不再被庄家割韭菜！

这个炒股黑科技，自动提示买卖点，输入

代码直接查看

别一直盯着看K线了，下载我这款APP，红K就

买，蓝K就卖

被套住的股票不要扔，输入股票代码测一测，

反正不花钱，试一试！

别out了，同事都在用的电脑炒股软件，你不

会不知道吧？

金融股票 热门广告文案

【不看亏大】14个选股逻辑，12个短线战法，

5天学习仅0.99元！

终于有人把“K线/短线技巧”讲明白了，我

看了10遍，太精辟透彻了

诊股黑科技，今日输入股票代码即可免费诊

股，一键查看股票涨跌！

终于有人把“股票”讲明白了，我整整看了

10遍，太精辟透彻了！

明天大胆满仓买入，这5只股票或将涨停，反

正不收费，马上测一测！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金融借贷：最高/最快/不收费/免息为热

门文案高频词

金融借贷广告文案的重点多为“最高额度”、“免息”抓

住用户急需用钱的心理状态，强调免息、可分期。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不该花的1分不花！还款0手续费！
急用钱：信用分550，我有180000额度，借了

3次都成功了！

推荐：微信一次性最高到账20万，可分12

期慢慢还，不面审不刷脸

再也不用欠人情债了，借钱就来xxx，最

高额度20万元！

额度真实，我借了88000元，不面审，免

抵押，最快1分钟到账

借了3次都成功了！我到账了18万，日息

低至0.025%

信用卡（支持取现）免费办，最高30万，现

在大量批卡

广东借钱：不刷脸不套亲友信息，信用分550，

最高可借20万！

这里也能借钱了，正规平台！低息靠谱，最

高借20万

金融借贷 热门广告文案

本地信用分550，我借了15万，不面审，最长

可分12期

通知：借款要选大品牌，最高可借20万元，

最长可分12期慢慢还

借你20万备用金（最高），不用不收费，随

时提取，可分12期慢慢还

我在京借了18万，帮我渡过难关，你呢？快

来申请你的额度吧

“我借到了10万!”最高可借20万，最快1分

钟到账!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工具应用：手机/WiFi/清理为文案高频词

手机清理内存、自动连接免费WiFi、铃声产品是工

具广告主投放的重点，多主推免费、快速、操作便

捷等产品优势。

今日内存已满？打开这个开关，每天自动

清理！

怪不得最近手机总用电快，原来是后台隐藏

程序在作怪！

电池不耐用？那是你没用过这个软件，一

键帮你省电！

手机总是卡顿？内存不足？一键清理，释

放内存！

说了一千八百遍，你为什么不听，打开这

个开关，免费清理手机垃圾

内存太多？不会删除？用它一键清理，释

放内存不卡顿！

内存已满？打开这个开关，垃圾自动清理！

再见了扫描仪！手机下载这款软件，纸质文

件扫一扫秒变电子版

手机不停的弹广告，那是你清理不彻底，一

键关闭广告弹出！

工具 热门广告文案

打开这个开关，不用密码，自动连接免费

WiFi ！

自动连接附近wifi，走到哪连到哪，不用密

码！

打开这个开关，自动清理垃圾，立马还你几

个G内存

打开这个开关，清理后台垃圾，手机恢复如

新

打开这个开关，自动连接附近wifi，不用密

码，走到哪连到哪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数据来源: AppGrowing 专业的移动广告情报分析平台

*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小说阅读：以小说/免费/赚钱/穿越为热

门文案高频词

广告文案高频词以“总裁”、“穿越”等小说元素

及重点突出免费、赚钱、提现、领红包等福利为主。

让人睡不着的乡村小说，拒绝看半截小说，

现在完本小说免费阅读

拼命省钱，工资还不够花？快来XXXX，听听

小说就能赚钱！

总裁因无子出国治疗，飞机上看到三个缩

小版自己，他当场崩溃了…

王府家宴上，她的一句“九哥哥，抱抱~”

谁知九皇叔一抱就一辈子

前世她辜负了他，重生醒来，她一头扎进

他怀里：老公，抱抱~

大婚之日他纳妾，她饮下毒酒露出倾世容

颜：娶我，你不配！

“系统！我弱我不敢下山！”宿主，你最弱

的弟子都成了鸿钧老祖！

一颗龙蛋千年修为，叶家傻儿守墓5年吞999

颗，出关当天叶家炸了

她走了5年，他傻了5年，五年后一窝小祖宗

划他的婚车，他乐疯了

小说阅读 热门广告文案

儿子每天回家都要看半个小时XXXX，现在已

经会讲很多故事了！

一口气看了300章，章章精彩，根本停不下来，

免费看到大结局

女儿被欺负一年，单亲妈妈崩溃，拨通那个

尘封七年的号码...

少年：是哪个蠢徒弟300年才突破至圣？魔教

至尊：是我，轻点揍

短篇虐文46章，半小时看完，超虐好看~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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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综合电商：iPhone/新人/便宜为热门文案
高频词

综合电商的广告文案高频词集中在“iPhone”、“便宜”、

“新人”等，基本都是主打低价优惠，配合限量等词汇营

造紧张感，刺激用户的消费心理。

淘特这次竟然这么优惠？趁着活动赶紧买！

太划算了！

省钱还得用淘特，商品源头工厂，批发价一

件包邮，真的很便宜

这里的东西太便宜了，价格一降到底，上

海还包邮

仿佛错过一个亿，淘特商品源头工厂，一

件包邮，在这买真的很便宜

恭喜你赶上了！深圳活动，签到领10元红

包，快来试试~

买东西就上淘宝特价，工厂直销特价包邮，

还不快来？

终于搞活动了，现在买超划算，一口气买了3

双，不贵但很舒服！！

女人的衣服永远不嫌多，一口气买了3件，不

挑身材，谁穿谁好看！

有点小贵的卫衣，终于降价了，不贵但很舒

服，老公很喜欢~

综合电商 热门广告文案

不拼单不砍价！登录淘特就送大红包，购

物超划算

阿里巴巴重要通知：淘特正式上线，这里东

西真的超便宜~

又大又多汁的四川正宗丑橘，你还不来看看，

果园直发包邮到家！

朋友偷偷告诉我，在淘特买东西，好用还

不贵！

买洗洁精哪里好？上淘宝看秒杀，太划算！

安排了！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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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文案按2022上半年广告投放数降序筛选

社交：交友/聊天/男士为热门文案高频词

社交广告文案高频词为“交友”、“聊天”等，抓

住了大多数社交用户群体们想要快速脱单的心理状

态，刺激用户下载。

广告文案高频词盘点

很高兴认识你 找对象上xxx，同城附近，视频相亲，真人认

证！

缘分测试：看看你们是终身伴侣还是露水

情缘，仅需9块9。

本区阿姨群，自动加好友，可约会，敢不

敢来认识一下？

成年人的崩溃也需要宣泄，不要被情绪压

垮，来xxx和自己和解

快来和小哥哥小姐姐聊天？

本区阿姨群，只接收0.3公里内男士，即

将满群

免费群聊不花钱，视频相亲真人认证上xx！

婚姻测试：你适合早婚还是晚婚？快来测一

测吧！

社交婚恋 热门广告文案

手机里的虚拟女友，陪你畅聊到黑夜，快来

xxx体验吧！

心累时想找个地方倾诉，xxx来满足你

缺个人陪你聊天，来xx，在这里你会找到与

你合拍的另一半！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玩xxx？因为xxx上

的灵魂太温暖

甜甜的恋爱终于轮到我了，四亿心动嘉宾，

快来探索身边人吧



出品方：有米云 · AppGrowing

AppGrowing 实时追踪20+全球性流量媒体及80+中国流

量媒体移动广告情报，累计收录超6亿素材，助力广告主/广

告媒介/广告代理商快速掌握同行及整体市场的广告投放情报，

有效提升投放ROI 。

申请产品试用 ｜ 订阅买量情报

添加优化交流社群｜商务合作

专业的全球移动广告

情报分析平台

免费试用

呈现应用/游戏/品牌/留资的广告主推广排行，追踪流量平台投放趋势变动，洞

悉市场竞争度及竞品投放策略，让你紧跟行业趋势不掉队，减少渠道试错成本。

实时追踪47+国家及地区，20+全球性及80+国内流量媒体的广告情报，累计收录

6亿+广告素材，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洞悉全球买量趋势，把握出海

流量秘籍。

全球手游买量趋势洞察

覆盖国内及出海买量情报，独家买量成本数据洞悉竞争度，手游出海情报覆

盖应用商店榜单/APP推广/中国出海榜多维度情报，分析更全面，洞察游戏各

细分品类买量趋势，助力游戏选品，研发。

投放趋势洞察，趋势变动早知悉

数据覆盖全，更新快：



合作伙伴：
3000+企业选择与AppGrowing长期合作

电商

社交婚恋

金融证券

手游

V

生活服务

广告代理商

及时准确的市场情报，是制定科学的营销策略的关键。AppGrowing为投放策略的制定提供

有力的支持，帮助我们可以快速了解投放市场，掌握行业趋势及竞对投放策略的变动。 

AppGrowing为投放策略制定提供强大的支持！

采购AppGrowing，一是为了找大盘跑量素材，了解当下信息流素材的跑量情况，二是

AppGrowing行业覆盖、平台覆盖全，搜索便捷，比较匹配我们的需求。

AppGrowing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好广告主！



联合数据方：七麦数据

• 七麦数据（qimai.cn）是面向全球移动开发者的大数据

平台。

• 平台目前已覆盖全球155个国家/地区App Store、

Google Play及国内9大主流安卓市场数据，支持查询

App榜单排名、竞品对比、下载/收入预估等多维度数据

功能。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收录1300万+App数据、

2000万+关键词数据，累计查询量破4亿。

• 七麦一直坚持“让增长更简单”的初心，致力于打造专

业的移动产品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对移动增长、商业决

策的价值化。

ü多平台数据一键查询

ü基于AI大数据算法，高效的智能化服务

ü海量权威数据支持，实现稳定API接口调用

七麦研究院
获取行业资讯

七麦官网
开启数据体验

扫码获得七麦VIP
加入社群

ü多维度数据分析功能，APP数据一览无余



联合宣传媒体

数据驱动未来 

每日精选互联网圈儿最新资讯

专注APP运营推广与商业变现

学运营推广，上鸟哥笔记！

国内专业的信息流/SEM
广告投放学习平台

广告营销产业媒体

权威数据，海量聚合
50万+报告一键下载

洞见趋势，研判未来

陪伴互联网从业者终身学习

现代广告，洞察广告业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