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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码投放规则 

1. “图片+推广”适用 GIF 动态图片吗 

目前图+不支持 GIF 动态图片。 

2. 一级域名备案后，二级域名是否还需重新备案 

当您的网站通过配置审核后，您在该网站所有二级域名页面投放的代码也会生效。 

 

3. 我的网站还没通过审核，可以投放广告获取收益吗 

不可以，请等您的网站通过审核后，再投放代码，否则不会计费。 

 

4. 我的网站有两个域名，如何把另一个域名加上？ 

联盟视不同的域名为不同的网站，若您有多个网站、或者同一网站有多个域名，您需要将这些域名都

加入到计费网址列表中，待审核通过后，代码会自动生效，您的多个网站均会正常计费。 

 

5. 百度同类型的广告可否多个页面投放，一个页面最多可以投放几个 

一段代码可以重复投放。 

网盟推广合作业务每个页面最多可以投放 8 个“主题描述”+ 20 个“主题链接”产品代码 + 2 个“主

题悬浮”代码，请您了解。 

温馨提示：投放悬浮代码时，建议您选择“仅当分辨率大于 1024 下显示”，以免造成遮挡违规。 

 

6. 我的网站做了广告的延迟加载，为什么延迟加载的部分的收入为 0 

目前联盟禁止会员采用异步加载方式投放联盟代码，先加载页面再加载代码属于违规行为，目前网盟 

产品的平均加载速度在 0.15s - 1s 之间，若网络运营商正常不会影响您的网站代码加载，采用加载后 

数据将不再计费。 

 

7. 代码广告竖向，我想改为横向，如何修改啊 

已创建的代码无法修改，请您知晓。 

您可在未获取代码前根据您的广告位尺寸需求创建代码 

 

8. 代码位怎么删除 

代码位创建后无法删除。 

 

9. 广告尺寸可以自动适应吗？或者自定义大小吗 

部分样式的可以自定义尺寸，但不支持自适应。如果同一个网站有 pc 和 wap 两种，建议分别投放代

码。 

 



10. 广告代码如何修改尺寸 

已创建的代码无法修改尺寸，如果需要其他设置，可在代码位管理中直结修改，代码会自动生效，无

需再获取投放。 

 

11. 联盟代码放在 dedecms 的广告插件里通过 JS 调用，这样违规么 

关于联盟网盟推广合作代码问题，需要您了解： 

1、用户必须直接登陆 union 后台获取标准的 JS 业务代码，所有获取的网盟推广合作业务代码不得进

行任何修改。 

2、用户可在不修改 union 后台提供的标准 JS 代码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网站的需求自主选择调用方式。

温馨提示：所谓标准 JS 代码即是 union 后台提供的标准业务代码。您可在不修改 union 后台提供的标准

JS 代码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网站的需求自主选择调用方式，但此种投放方式容易造成代码无法正常计费的

情况，我们建议您直接获取代码进行投放，谢谢。同时也请您注意:  

在操作过程中，容易将 JS 代码下载至本机执行，这样就形成违规操作，违反“联盟业务合作规范”中

的“ 2.2.2 网盟推广合作：⑴将网盟代码下载至本地使用。”一条。 

由于在操作中可能存在违规操作，而违规后百度联盟将无法准确的统计各种业务数据，从而导致会员

收益减少。 

一旦发现违规操作，百度联盟将封禁违规用户的对应计费名，严重者将关闭分账权限，从而导致影响

会员收益。 

 

12. 为什么没有获取内文、搜索框业务的代码 

账号含有以下情况均无法获取内文、搜索框业务代码： 

1.网站质量属于基础； 

2.账号内有网址导航类网站； 

若不存在上述情况，请清除浏览器缓存后重新登陆查看。 

 

13. 内文的广告代码，在论坛类网站里，应该放在哪里 

理论上可以放在任何位置，一般放在页面最后即可（即</body>标签的前面）。 

 

14. 同一广告位，能否用百度广告管家来随机投放多段百度联盟广告代码 

如您存在广告位管理的需求，您可通过使用百度广告管家或其它广告管理工具进行投放，来实现广告

展现控制、直投广告与网盟广告无缝切换等。 

关 于 广 告 管 家 的 使 用 说 明 ：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adm/detail_9211.html?castk=LTE%3D 

 

15. 同样大小的广告位，同一段代码和不同代码在广告计数方面两者有没有区别 

网盟推广合作业务的匹配度与相关搜索技术关联，具体广告内容是根据网站的关键词内容、用户所在

地域以及用户的搜索行为综合进行自动匹配的，根据不同的用户搜索行为和上网习惯，系统自动匹配的广

告可能是不一样的。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adm/detail_9211.html?castk=LTE%3D


目前网盟网站广告大多数是按点击计费，这两种展现形式的计费方式是没有区别的 

 

16. 百度联盟广告支持 flash 播放器调用吗 

不支持。 

 

17. 不同网站间的广告代码是否通用 

百度联盟网盟推广合作，只有在计费网址中投放的合作代码才会被计费；不在计费网址中的代码不会

被计费。如果您的代码投放在非计费网址中，代码将不会生效，您也不会因此获得收益。 

若您有多个网站，您需要将这些域名都加入到计费网址列表中，待审核通过后，代码会自动生效，您

的多个网站均可和相互投放，且正常计费。 

     

 

18. 如何申请手机端代码 

若是将代码投放在移动端的网站中，可通过联盟后台获取移动页面代码。获取代码的相关说明以及投

放的注意事项您可参看：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291.html 

 

19. 我在效果报告里到的是“每千次展现收入”，这是按展现收入的吗？怎么改成按点击收入 

网盟业务按点击计费，“每千次展现收入”为展现于收入的比，仅为参考值。 

 

20. 同一个页面能同时投放对联广告和折叠悬浮广告吗？ 

可以，投放悬浮代码时，建议您选择“仅当分辨率大于 1024 下显示”，以免造成遮挡违规。 

   

21. 搜索推广如何设置的？ 

由于百度联盟搜索业务合作政策调整，目前搜索合作业务暂不对外开放，未来我公司会评估与您在搜

索业务上分成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满足我公司的合作要求，我公司会及时与您联系。 

您可以在您的网站上投放百度免费提供的搜索代码。 

免费搜索代码获取地址：http://www.baidu.com/search/freecode.html#1 

 

22. 使用 DZ 创建的网站，如何投放图+、内文样式代码 

投放代码操作：后台>营运>站点广告，详情参考 

http://www.discuz.net/thread-3581034-2-1.html 

 

 

二、 代码展示问题 

1. 360 谷歌等浏览器屏蔽百度广告？浏览器可以将广告屏蔽掉，有措施解决掉吗？ 

由于浏览器屏蔽属于第三方行为，且有可能是用户自主行为,目前并未官方反屏蔽方法。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291.html
http://www.baidu.com/search/freecode.html#1


2. 为什么我过滤了“成人用品”类的广告，却依然出现 

我们建议您在使用了行业过滤功能，将您不希望出现的行业屏蔽掉后，同时再结合使用网盟推广 URL 

过滤功能，将少部分遗漏的内容彻底屏蔽掉。 

 

3. 物料自动播放声音，怎么处理 

请您提供物料 URL 及物料截图反馈至 union-jubao@baidu.com。 

同时，您可进行 URL 屏蔽，进入联盟后台->我的账户->产品设置->网盟推广 URL 过滤中即可设置添

加 过 滤 某 些 推 广 信 息 的 URL ， 详 细 操 作 看 ：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action=detail&nodeid=5315 

温馨提示： 

1、URL 过滤功能需要过滤推广内容的推广 URL 链接，会员将鼠标放置到网盟推广合作业务广告右下

方 

的“百度推广”字样上，鼠标下方即会出现此推广内容的网址，请勿点击推广内容进入推广内容的网 

站获取 URL，请您操作时留意。 

2、过滤功能并非即时生效，请您在添加过滤网址后过一段时间再观察网站，若仍有您过滤的推广资源 

出现，请您及时联系我们进行排查，谢谢。 

 

4. 为什么我设置了显示广告时候转换为微软雅黑字体，但是显示的广告字体还是宋体 

经联盟测试分析，由于宋体的展现效果最好，目前联盟已取消其他字体的选择。 

 

5. 为什么我网站展示的广告只有文字广告？为什么网站质量是“基础” 

在网站申请合作时，联盟系统会通过多维度自动评估网站质量，若未达到要求，则仅能投放主题链接

产品，您可通过完善页面内容、增加原创的方式，提高页面质量，如果符合要求，系统将自动为您开

放其他产品，进而自动升级为“通用”。 

 

6. 为什么我在联盟后台停用了某个广告位，网站上还是正常显示 

代码为状态不影响页面展示效果，若您不想在网页中显示已投放的代码，您可将代码从网页源代码中

直接删除。 

请注意：设置代码位状态为“停用”并不影响代码的正常展现和计费。 

 

7. 将代码状态为“无效”，为什么页面中仍正常计费 

代码状态不会影响计费及合作，若不想合作需要将页面中的代码删除。 

代码位的状态包括有效、新创建、无效、停用，表示合作时长，具体如下： 

新创建：当前日期-创建日期<=7； 

有效：当前日期-创建日期>7，且前 7 日总展现量>0； 

无效：当前日期-创建日期>7，且前 7 日总展现量=0； 

停用：废弃的代码位，可手工将其置为停用。 

 

8. 为什么我通过广告管家获取的“图+”广告代码，没法正常展示 

建议您通过 union 后台直接获取代码投放。 

 

9. 内文（页面划词）不能展示商业词 

内文代码加载需要时间，大概 1 天后会正常显示，如果页面中没有商业词语，也是无法进行划词的，

您可以在投放的其他页面中查看下是否有这个问题。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action=detail&nodeid=5315


若都无法展示，建议您重新获取代码直接放置在页面中查看。 

    

10. web 都是显示公益广告 

一般网站显示公益可能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域名未通过联盟审核就投放联盟代码，具体操作方法请参看：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10127.html 

2、将贴片计费名（计费名样式：***_tp_cpr）下代码误当成普通网盟代码（计费名样式：_cpr）投放；

3、账号被封禁或域名在限制名单内； 

4、页面中无可匹配的广告物料； 

5、自行修改联盟代码；请您自查是否存在上述情况，若不存在请您提供代码投放地址及相关页面截图

联系我们排查。 

 

11. 代码为投放为什么预览的是图片的，展示的怎么是链接 

建议您登陆联盟-账户首页-我的账户-媒体管理- 网站管理-备注中查看，投放代码的网站备注中显示

的内容是“通用”还是“基础”。若显示为“通用”，则可以投放网盟所有产品；若您的网站备注显示

为“基础”，只能投放网盟主题链接产品，若投放其他类型产品（例如，主题描述中图片类推广内容），

投放后也会自动显示为主题链接产品内容。 

 

12. 代码位设置的样式和展示的不一致？代码位样式过滤失效 

目前联盟会根据收益最大化自动匹配价格更高的物料，因而暂时无法选择投放样式。 

 

13. 如何屏蔽不想展示的广告 

您可使用“网盟推广过滤”功能，将您不希望展现的推广信息直接进行屏蔽，限定您网站的推广信息

类型，操作方法有两种，您可参看： 

1）网盟推广行业过滤：进入联盟后台->合作管理->过滤设置->行业过滤中，即可设置过滤某些行业

的推广信息，详细操作说明您可参看：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4.html  

2）网盟推广 URL 过滤：进入联盟后台->合作管理->过滤设置->行业过滤中，即可设置添加过滤某些

推广信息，详细操作说明您可参看：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5.html 

温馨提示：URL 过滤功能需要过滤推广内容的推广 URL 链接，将鼠标放置到网盟推广合作业务广告右

下方的“百度推广”字样上，鼠标下方即会出现此推广内容的网址，请勿点击推广内容进入推广内容

的网站获取 URL，请您操作时留意。 

 

14. 广告无论怎么设置都是文字广告，不显示图片广告 

该情况是指页面质量仅满足 lu 产品（主题链接）的合作要求，您无法使用其他联盟产品，请您尽快提

升您的页面质量，如果符合要求，系统将自动为您开放其他产品 (页面质量包括网站流量质量、网站

内容更新、内容原创度等方面) 。 

 

15. 网盟广告是否可以增加过滤游戏类广告 

目前您的账号暂时无法过滤该行业，联盟广告是根据页面内容及用户搜索习惯匹配的，若突出页面内

容，一般是不会出现此类广告。 

温馨提示：行业过滤会大大影响站长收益，建议您谨慎过滤。 

   

16. 为什么我的广告点击数和展现量都增多了，但为什么收入少了呢 

代码点击单价并非联盟决定，且单价并非是固定值，随着推广商投放推广内容价格、推广物料及会员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4.html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5.html


网站内容的改变，会导致会员网盟推广合作业务的点击单价有所波动，目前，您反馈的情况有可能是

此原因所导致，应属于正常波动，请了解。同时提示您，目前联盟优化手册已上线，您可根据手册中

提到的优化指导对您的代码投放进行优化，提高展现量和点击量以提高收入。优化建议您可参看：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node_3852.html  

 

17. 我的广告点击后为什么是链接到了百度搜索，这是正常的吗 

根据物料不同正常，主题链接样式跳转至百度搜索页面，点击后也是可以正常计费的。 

 

18. 投放的广告代码展现的内容与本网站的内容不一致 

网盟推广合作业务的匹配度与相关搜索技术关联，具体广告内容是根据网站的关键词内容、用户所在

地域以及用户的搜索行为综合进行自动匹配的，根据不同的用户搜索行为和上网习惯，系统自动匹配

的广告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可能会出现与网站主旨有出处的情况。 

目前，您可参看以下建议进行优化： 

1、建议您针对您的网站主旨对您的网站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使您的网站内容或主题更加明确，这样系

统根据您的页面内容自动匹配的效果就会更精准； 

2、您可结合使用“网盟推广过滤”功能将您不希望展现的某些网站内容屏蔽，从而有效减少因用户上

网习惯所造成的不匹配情况，操作方法有两种： 

1）网盟推广行业过滤：进入联盟后台->合作管理->过滤设置->行业过滤中，即可设置过滤某些行业

的推广信息，详细操作说明您可参看：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4.html  

2）网盟推广 URL 过滤：进入联盟后台->合作管理->过滤设置->行业过滤中，即可设置添加过滤某些

推广信息，详细操作说明您可参看：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5.html 

温馨提示： 

1） URL 过滤功能需要过滤推广内容的推广 URL 链接，会员将鼠标放置到网盟推广合作业务广告右

下方的“百度推广”字样上，鼠标下方即会出现此推广内容的网址，请勿点击推广内容进入推广内容

的网站获取 URL，请您操作时留意。 

2）网盟推广匹配规则详细说明您可参看：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topic/55/ 

 

 

三、 代码数据统计问题 

1. 发现流量被人刷怎么解决？点击量和收入不成比例，如何处理 

由于网站内容及用户类型差异，联盟对点击率没有明确要求，若您认为数据异常，请您按以下格式 

进行备案。 

1). 效果报告异常的业务类型： 

2). 业务投放地址： 

3). 效果报告异常的日期： 

4). 请粘贴异常前十天效果报告数据： 

5). 效果报告异常的原因说明： 

6). 第三方流量统计截图（至少近一个月） 

 

2. 代码位展现比例偏低，建议增加投放，为什么 

该提示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 

1、投放时间较短，联盟需要 1-3 个月的时间进行数据累计评定； 

2、通过广告管家投放代码，联盟不进行统计。 

 

http://yingxiao.baidu.com/support/union/detail_5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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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效果报告中的展示突然变少了，但第三方的数据没变 

联盟效果报告中展现量是指您网站上放置的百度网盟推广合作代码被浏览的次数，与网站的 pv 数不

是同一个概念，由于不同的统计软件统计维度是不一样的，且联盟账号中的效果报告展现量是去除无

效展现之后的有效展现次数，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现象。 

 

4. 单价很低 

代码点击单价并非联盟决定，且单价并非是固定值，随着推广商投放推广内容价格、推广物料及会员

网站内容的改变，会导致会员网盟推广合作业务的点击单价有所波动。 

 

5. 代码正常展示，效果报告显示为 0 

联盟效果报告数据一般为第二天返回前一天的数据，在数据未更新之前显示为“0”，该情况可能是联

盟的效果报告数据尚未返回导致。 

 

 

四、 APP 业务常见问题 

1. 联盟 SDK 在哪里下载 

您可登陆 union 平台，在媒体管理页面右侧下载相应版本的 SDK，并参看 demo 进行合作。 

 

2. 我提交的 APP 还没通过审核，无法获取 APP ID，所以提交的安装包无法展示广告，影响审核么 

开发者提交审核的 APP 里不需要嵌入广告位或 APP ID，我们审核的是您应用的内容。 

待您的 APP 通过审核后，您就能够拿到 APP ID 进行投放和测试。 

 

3. 发布了新版本的 SDK，如果不替换成最新的会有什么影响 

新版 sdk 包会新增业务合作方式，建议尽快更新以免影响正常合作。请尽快登陆【账户首页】-【媒体

管理】-【添加应用】，进行 SDK 下载更新。若有疑问可通过【咨询留言】反馈。 

 

4. APP 广告显示异常 

若您是通过 debug 投放的，请将 debug 替换为 Appid 后再进行投放。 

 

5. APP 如何计费，怎么设置计费方式 

合作方式分为点击和展现，不同物料的计费方式不一样，具体由广告主决定。 

 

6. 积分墙广告在哪里下载？ 

新版 SDK 已更新，可下载设置进行合作。 

 

7. 原来聚合的，如果改成联盟的 SDK，我要重新申请 id 吗 

不用重新申请，可以使用原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