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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 牌 简 介 PART 01 



品 牌 简 介 

 

 

我们是中国航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航空全媒体平台运营商，拥有国航

媒体资源的独家经营权。 

 

我们的媒体资源覆盖出行前到乘机后的旅客全流程传播接触点，每年为超1.15

亿次旅客提供优质的机上媒体内容，同时持续促成受众与品牌之间的高效品牌

传播与互动。 

 

我们擅长根据您的品牌特点定制全媒体策划或营销组合方案，为您的品牌达成

最佳的信息传播效果。 

 

 

 



2 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PART 02 



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国家级品牌权威背书 
国航是中国唯一载国旗飞行的航司，是中国民航唯一一

家进入“世界品牌500强”的企业。具有国内航空公司第

一的品牌价值。平台具有国家级品牌权威背书与全球传

播公信力，价值传递，助力塑造您的品牌形象，强化品

牌定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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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高价值航线覆盖 
通过国航媒体渠道，您的品牌可以覆盖国内客运量

TOP20航线中的19条。国航（含控股公司）共拥有以

波音、空中客车为主的各型飞机 707 架，经营客运航

线已达 674 条，全年运输旅客约1.15亿人次，“凤凰

知音”会员总数达到63,595,300 万人，高价值航线助

力目标区域业务拓展。 



天然封闭的媒体传播场景 

与地面传播场景不同，机舱内环境天然封闭，航行期间

无外界信息干扰，旅客注意力更加集中，信息传播到达

率远远高于地面传播场景，同时依托平均2小时的稳定航

行时长 ，形成天然封闭的营销场景。 3
稳定的高圈层媒体受众 
国航为多数党政机关及部分500强企业指定商旅航司，

具有稳定的高圈层旅客群体。其中，高层及中层管

理者占比66%，精准覆盖意见领袖群体；其中25-49

岁占比65.6%，平均家庭年收入约50万；媒体受众

相比地面更加优质。 4

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强大的平台资源 
 

 5
覆盖全接触点的媒体矩阵 
我们的媒体资源可以覆盖从航空出行前、中、后的全流

程旅客接触点，媒体形式包括机上平面、视频、网络、

主题航班及线下活动等。在安静且休闲时，在意料之外

获取到品牌信息，兴趣点被触动，调动起对于品牌的意

识，记忆深刻。 
6

国航为星空联盟成员航司，星空联盟是世界最大的航

空联盟，平台资源覆盖全球195个国家的1300余座机

场，超过1000个贵宾候机室，强大的平台资源助力您

的品牌声量与业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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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优势造就高价值品牌渠道 
 

品牌公信力 

封闭场景 
高圈层受众 



3 媒体广告资源介绍 PART 03 



国航机上无线局域网，延续地面移动设备使用

习惯，满足空中移动娱乐需求，成为旅客自然

选择 
 

媒体特点： 

u  媒体互动率高，内容更新频次快，更具交互性  

u  内容新、鲜、轻，周期灵活，广告展现形式可定制  

u  连接步骤与地面一致，三步打开，简单易用无门槛 

u  覆盖大多数航线及航班，覆盖高端受众规模空前 

 

 媒体信息：  

u  广告投放周期：周 

u  周期覆盖飞机数量：374架  

u  周期覆盖人次：约1,300,000人次/周 

u  周期覆盖航班：约9,500班/周  

u  配发范围：国航具有舱内无线局域网功能的客机 

位置 广告规格 周刊例价（元） 月刊例价（元） 

开屏广告 5s （静态可点击） 2,450,000  9,800,000  

首页TOP图轮播 5s （静态可点击） 1,680,000  6,720,000  

上网登录背景 大图（不可点击） 300,000  1,200,000  

首页BANNER 小图（可点击） 250,000  1,000,000  

视频前贴片 小图（可点击） 1,120,000  4,480,000  

机上网络广告资源—无线局域网 



 娱 乐 服 务 升 级  

 内 容 新 、 鲜 、 轻   周 期 灵 活  展 现 形 式 更 多 样  

与 机 上 视 频 媒 体 形 成 互 补 合 力                                                    

在A350机型上点击：开屏广告、特别推荐、短视频频道、banner条均可跳转至产品预约购买界面下单购买 

产品购买预约界面 开屏广告 特别推荐 短视频频道 banner条 

点击跳转 



国航机上平面杂志，是国内最具价值的机载杂志，深

受旅客喜爱 
 

媒体特点： 

u  国航航线全覆盖，广告曝光率高 

u  可量身定制、策划软性品牌内容植入  

u  稳定的受众群体，业界高声誉和高口碑 

u  品牌软性内容易与内容主题融合，传递品牌文化，形成品牌印象 

 媒体信息： 

u  广告投放周期：月 

u  周期覆盖飞机数量：459架  

u  周期覆盖人次：约6,300,000人次/月 

u  周期覆盖航班：约46,000班/月 

u  配发范围：国航执管的飞机全舱配发 

位置 
截稿 
时间 月刊例价（元） 年刊例价（元） 

封面 

出版前 
10天 

 

2,000,000  24,000,000  

目录前跨页 690,000  8,280,000  

封二跨页 1,204,000  14,448,000  

内页整版 351,000  4,212,000  

内页跨页 623,000  7,476,000  

1/3内页 158,000  1,896,000  

国航媒体核心优势 机上平面广告资源—中国之翼 



国航机上个人娱乐点播系统，高沉浸的点播娱乐大

屏，为旅客提供高度自定义的视听娱乐内容 
 

媒体特点： 

u  内容沉浸度高，媒体粘黏性高 

u  广告表现形式立体生动、多样化 

u  长航线宽体机为主，播放时长稳定广告可触达率高 

u  受众覆盖六大洲高端旅客，可触达全球旅客 

 媒体信息： 

u  广告投放周期：月 

u  周期覆盖飞机数量：167架 

u  周期覆盖人次：约2,900,000人次/月 

u  周期覆盖航班：约14,000班/月 

u  周期覆盖屏幕数量：约35,000块 

u  周期点击频次：约12,000,000播放频次/月 

u  配发范围：国航配备娱乐点播系统的宽体客机 

 

时长 位置 截稿 
时间 月刊例价（元） 年刊例价（元） 

5秒 

电影及电视片
视频前贴片 

出版前 
35天 

428,000 5,136,000  

10秒 748,000 8,976,000  

15秒 928,000 11,136,000  

30秒 1,488,000 17,856,000  

45秒 1,988,000 23,856,000  

机上视频广告资源—AVOD 



国航机上头顶悬挂屏幕，视频栏目在航行中滚动播放	

	

媒体特点： 

u  窄体机影视媒体强制播出  

u  多频次滚动播出，广告曝光率高 

u  视频内容可与软广高度定制化融合 

 媒体信息：  

u  广告投放周期：月 

u  周期覆盖飞机数量：296架  

u  周期覆盖人群：约4,000,000人次/月 

u  周期覆盖航班：约29,600班/月 

u  周期覆盖屏幕数量：约7,700块  

u  配发范围：国航执管配备头顶悬挂屏幕的客机 

时长 位置 截稿 
时间 月刊例价（元） 年刊例价（元） 

5秒 

轮播 
栏目中 

出版前
前21天 

296,000 3,552,000  

10秒 516,000 6,192,000  

15秒 646,000 7,752,000  

30秒 1,036,000 12,432,000  

45秒 1,486,000 17,832,000  

机上视频广告资源—空中博览 
 



安全须知宣传片作为航班起飞前强制播出媒体资源 

 
媒体特点： 

u  航班起飞前强制播出  

u  播放内容长期固定，广告曝光率高 

u  广告内容可与软广高度定制化融合 

 媒体信息：  

u  周期覆盖人群：约900万人次/月 

u  周期覆盖航班：46,000班/月 

u  飞机数量：459架 

u  配发范围：国航所有配备视频播放系统的飞机 

机上视频广告资源—安全须知后贴片 

时长 位置 截稿日期 半年刊例价
(元） 

全年刊例价
（元） 

5秒 后贴片广告 出版前40天 1400,000 2800,000 



媒体特点： 

u  广告面积巨大，内容醒目、视觉冲击力强 

u  广告内容将随飞机飞往各条航线，传播范围广，曝光度高，易形成新闻

热点 

u  高话题性，引起社会媒体关注，自发传播，引燃话题，带来更多浏览量

与关注度，达到品牌传播效果呈几何倍数增长 

 

 媒体信息：  

u  覆盖人群、航班数量以喷绘飞机航线情况而定 

 

机 上 品 牌 植 入 广 告 — 飞 机 喷 绘 

飞机喷涂是户外特型媒体，广告内容将随飞机飞往各条航线，

被大量航空旅客留意，易形成二次传播 



媒体特点： 

u  主题航班内饰装扮，品牌元素及活动气氛遍布机舱内每个角落 

u  运用各种传播媒介特点及传播特性，完整的将品牌、产品和任何与市场

相关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或旅客 

u  结合品牌新品上市、事件营销等营销节点之际，邀请品牌会员、媒体、

品牌方领导等，乘坐主题航班包机活动，打造营销事件，造势吸粉  

 

 媒体信息：  

u  品牌植入周期：周 

u  可植入主题物品清单：品牌元素吉祥物、手办礼盒、产品优惠券、电商

折扣券、 产品试用装、品牌会员服务等 

u  覆盖人群、航班数量以具体航线指定情况而定 

 

机 上 品 牌 植 入 广 告 — 主 题 航 班 

依托机上全媒体资源，以国航宣传主题为契机，为您量身定制一个主题航班品牌全案 



重庆国航休息室内显示屏，覆盖国航白金卡、金

卡、头等/商务舱及星空联盟成员航司VIP等高端常

旅客休息区域，内容滚动播放 
	

媒体特点： 

u  覆盖高端受众及高净值人群的绝佳投放渠道 

u  动态画面技术的吸睛优势优于其他常规媒体形式 

u  高精度数码显示技术保证了最佳的广告画面品质 

 媒体信息：  

u  广告投放周期：周 

u  机场年客流量：约180,000人次 

u  周期覆盖设备数量：4台  

u  设备尺寸：65寸  

u  周期广告刷新频次：120次基本频次/天 

时长 位置 截稿 
时间 周刊例价（元） 月刊例价（元） 

10秒 轮播 
栏目中 

出版前 
15天 

12,000 48,000 

15秒 18,000 72,000 

地面广告资源—重庆国航休息室显示屏 



战略性地审视整合营销体系、行业、产品及客户，依

托航机全媒体资源为您量身定制投放计划、精心打造

一个品牌营销全案 
	

服务特点： 

u  在整合营销传播中，将客户与产品处于核心地位 

u  运用各种传播媒介特点及传播特性，完整的将品牌、产品和任何

与市场相关的信息传递给旅客 

u  可整合现有横向与纵向资源， 成为一个移动营销价值的整合者和

传播者 

 
我们为精准的高端人群给搭建了封闭的场景，在安静且休闲时，在意

料之外获取到品牌信息，兴趣点被触动，调动起对于品牌的意识，记

忆深刻。20%的顾客提供80%的利润，您的营销创意我们助力您实

现，期待与您的品牌在空中相遇，携手飞行！ 

品牌营销策划服务/定制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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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供广告画面 广告画面审核&页面开发 

客户确认广告展现效果 

上传广告画面 

广告发布 效果反馈 

01 02 03 

04 05 END 

广 告 投 放 对 接 流 程 



1. 中国之翼广告物料规格： 

中国之翼广告采用电子或菲林片样稿（样带）， 具体版位尺寸以相应规格要求为准。例：内页整版净尺寸210mm*285mm，含出血尺寸为

216mm*291mm。 

2. AVOD&空中博览广告物料规格： 

视频文件封裝格式为MoV、MP4、 MPEG-2；视频文件编码格式为ProRes 422、H-264、MPEG-2，码率不低于 5Mbps，画面尺寸

1920*1080（高清）逐行扫描，或720*576（标清），帧率25fps，像素宽高比优先16：9。 

3. 无线局域网广告物料规格： 

视频稿件封装格式为MP4, 编码格式为H.264, 码率为1.0Mbps，尺寸为宽度720，帧率25FPS，逐行扫描；图片稿件格为png、jpg、gif，

像素规格为684x424px，图片大小应在300k以内。其他详见《国航机上网络平台广告技术标准》。 

4. 其他媒体广告物料规格详见媒体广告发布合同中详述。 

媒体广告物料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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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合作热线：400-087-5757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40号院1号楼国航世纪大厦16层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9号财富大厦B座501室 
 
成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145号特拉克斯国际广场16楼 
 
杭州    杭州市钱江路58号赞成太和广场2号楼4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