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优化设置技巧，大幅提高收入 

AdSense 优化提高篇是本书的重点篇章，采用其中的优化技巧能迅速、

有效地提高发布商的 AdSense 收入，其中包含以下几节，每节又分若干小

节。 

� 优化概述 

� 广告位置更显眼 

� 广告颜色更协调 

� 广告内容更匹配 

� 使用更多广告 

� 跟踪广告效果 

� 更多优化技巧 

� 拒绝作弊 

这些内容是我多年 AdSense 优化的经验汇总，也是目前可以找到的

AdSense 优化最全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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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优化概述 

3.1.1  AdSense收入组成 

AdSense广告的总收入由投放的各种形式广告收入总和相加而成。为了

使 AdSense 收入最大化，需要根据各自网站的情况尽可能从以下多种广告

方式中获得收入。 

� AdSense 内容广告：这是一般网站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包括内容

广告和链接广告。 

� AdSense 搜索广告：通过浏览者在搜索结果页面中点击广告获得

分成。 

� Google 搜索联盟：与 AdSenes搜索广告类似，为 Google宣传，有

更高的分成比例。 

� AdSense 域名广告：Google推出的域名停靠服务，需要有大量的域

名资源。 

� AdSense 移动广告：支持WML/XHTML/CHTML格式的手机广告，

需要有移动网站。 

� AdSense for Feeds：使用 RSS阅读器看到的 Feed广告，适用于知

名博客、论坛。 

上面列举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特点，我们再以一般网站收入中比例最

多的 AdSense内容广告来详细分析其组成。 

AdSense内容广告从形式上又细分为“内容广告”和“链接广告”两种

方式，并且有各种尺寸规格，也有文字、图片、视频、互动等多种广告。

广告主可以用内容匹配和定向广告投放。计费模式有按点击计费的 CPC和

按展示计费的 CPM两种。看上去有些复杂，但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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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如下所示。 

AdSense收入 = 广告页面展示量 * 网页的 eCPM / 1000 

其中广告页面展示量就是您的各个网站页面展示的总和，也可以由访

问 IP数和每 IP浏览页面数相乘，如下所示。 

广告页面展示量 = 访问 IP数 * 每 IP浏览页面数 

而 eCPM是英文 effective cost per mille的缩写，中文可称为千次展示价

值，也就是每一千次展示可以获得的广告收入，展示的单位可以是网页、

广告单元或者单个广告，一般情况下是指一千次页面展示的收入。 

在广告主投放 CPM广告时，eCPM就等于广告主的出价，而广告主投

放 CPC广告时，eCPM是等于点击率和单价的乘积。 

网页的 eCPM = 网页点击率 * 广告单价 * 1000 

将以上后面两个公式代入前面的一个公式，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AdSense收入 =访问 IP数 * 每 IP浏览页面数 * 网页点击率 * 广告单价 

全面了解 AdSense收入组成，用每一种可能的办法去设法提高 AdSense收入。 

3.1.2  优化的途径和目的 

前面的公式中为了使乘积更大，我们就需要设法让后面相乘的 4 个参

数每个都尽量增大。下面来分别讲述。 

� 访问 IP 数：让浏览者尽量多，可以通过搜索引擎优化、对外宣传、

付费广告、相关链接等各种方式让网民来访问。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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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IP 浏览页面数：让每位浏览者观看的页面数量尽量大，需要提

供更丰富的内容和方便的导航，网页打开速度要快。 

� 网页点击率：让广告在页面中更显眼、颜色更协调、内容匹配更

好、放置更多广告位等。 

� 广告单价：网页内容有更多高价值广告匹配、第一个广告位价值

最高放在最容易点击的地方、吸引广告主定向投放等。 

影响 AdSense收入的因素很多，经过仔细分析后，可以逐项调整，让收入持续

增长。 

3.2  广告位置更显眼 

3.2.1  广告热点示意图，关注焦点位置 

将广告放在什么位置才能使收入最大化？这是一个初学者很普遍的问

题。其实 Google早就对很多广告数据进行过详细统计分析，AdSense 的官

方网站上有一幅如图 3-1所示的广告热点示意图。 

图 3-1中颜色越深的地方（数字越小）可能带来的广告收入越多，颜色

越浅的地方（数字越大）放置广告的价值越低。可以看到网页的主要内容

周边以及导航菜单附近是黄金宝地，这些地方最容易被浏览者在浏览内容

时看到，因此点击率也最高，也容易吸引 AdWords广告主投放网站定位广

告。 

以一个实际例子来看，如图 3-2所示。在文章标题下方的 728×15链接

广告、问题与回答之间的 336×280大矩形内容广告以及图片下方的 160×

90链接广告，这 3个单元都是浏览者很容易关注的地方，因而广告点击率

都不错。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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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AdSense广告在页面中放置的点击率热图 

 
图 3-2  AdSense内容广告在页面中的例子，注意放在网友重点浏览的内容周围 

调整广告位置是新发布商的必做功课，也是看到成效最快、收入提高幅度可能

最大的优化技巧。 

1级 

2级 

2级 

2级 

2级 3级 

3级 

3级 

3级 3级 

3级 

4级 

4级 

4级 

导航栏 

网页内容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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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第一屏绝对重要，第一眼看到广告 

AdSense的计划政策中规定一个页面可以最多放置 3个内容广告、3个

链接广告以及 2 个搜索框。一些刚加入的站长为了让收入最大化，就把这

些数量用到极限，往往一个页面的上下左右到处都是广告，不仅影响页面

美观和用户感受，而且广告收入并不会与放置的单元数成正比增加。 

根据大量网站与网民的统计表明，浏览者进入一个页面后，往往都是

先仔细查看电脑屏幕的第一屏，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才会滚动鼠标

查看页面下方，而且有为数众多的浏览者根本就不会去查看第一屏下方的

内容就离开。因而放在第一屏的广告点击率远远超过下方。 

如图 3-3 所示的这个例子中第一屏放置了一个 728×90 的横幅图片广

告，一个 728×15的文字链接广告和一个 336×280的大矩形内容广告，这

3个广告单元加起来的点击率可以超过 1%，而在此第一屏下方无论再放置

多少广告，点击率都不会超过 0.2%，因为一般浏览者从第一屏就获得了需

要查找的信息，或者觉得这个页面找不到需要的信息就马上离开，基本上

不太会查看到页面下方。 

3.2.3  常用操作链接旁边，引起顺便关注 

除了将广告放在网页的主要内容旁边以吸引浏览者关注以外，还可以

在网页的常用操作链接旁边放置广告，因为这些链接也是网页比较关注的

地方。 

例如图 3-4所示是一个基于维客（Wiki）技术的网站，网页参与内容编

辑以及留言讨论是常用的功能，因此在“编辑以上介绍”、“我要留言”这

些链接附近放置广告会有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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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广告要放在第一屏能够看到的地方，不要麻烦浏览者滚动鼠标才能看到 

放在第一屏与放在第一屏下方的广告点击率相比起来，大约有 5倍的差别。 

 
图 3-4  放在操作链接旁边的 AdSense广告容易引起网友关注，“顺便”会点击一下 

网站上浏览者重点关注的地方，就像现实中的川流不息的黄金宝地一样，周边

是商业价值最高的地方。 

诀窍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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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不要放置的位置和格式 

在网页中添加多个广告单元时应该配上渠道统计，通过后台数据来观

察哪些位置和格式效果更好。 

我们对众多 AdSense 发布商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需要注意以下几

个事项。 

1．页面顶部右侧的 468×60小横幅广告不要放 

如图 3-5所示，这是老式横幅广告最常放置的位置和大小。普通浏览者

是为了观看网站上的内容而来，并不专门来看广告，而页面顶部右侧的 468

×60 横幅广告只需要在页面中瞟眼一看就知道是广告，在那里放置一幅广

告等于是对浏览者说“我就是广告，我就在这里，快来查看，快来点击”，

浏览者反而会躲得远远的，根本不会去关注其内容，点击率自然低得惊人。 

 

图 3-5  反面的例子，顶部 468×60的广告基本上没有人会去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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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尺寸过小或者不常用的广告格式不要放 

例如： 

� 半横幅 (234×60) 

� 按钮 (125×125) 

� 小矩形 (180×150) 

� 竖幅 (120×240) 

� 正方形 (200×200) 

� 正方形 (250×250) 

这些广告根据点击率统计都效果不佳，尽量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 页首横幅 (728×90) 

� 宽幅摩天大楼 (160×600) 或者摩天大楼 (120×600) 

� 大矩形 (336×280) 或者中等矩形 (300×250) 

这三种是公认效果最好的格式。 

3．误导浏览者的位置不要放置 

有些人故意混淆网页内容和广告的差别（一些软件下载网站常这样

做），以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点击和收入，其实正好相反，无效点击的增

多会导致广告单价的下降，对整体收入不利，用户的体验变差，甚至会因

为违反 AdSense计划政策而被终止账号，如图 3-6所示。 

 

图 3-6  图中的 AdSense放置方式明显误导浏览者，是被 Google政策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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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广告颜色更协调 

3.3.1  重要策略：让广告与网页内容融合一体 

AdSense 广告与传统广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与网页内容的相关性，广

告本身也是对网页内容的补充，浏览者会对广告内容有兴趣。因此发布商在

放置广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是让广告与网页内容融合为一体，特别

是在界面上看上去协调。 

有些网站为了突出广告让浏览者点击，采用了很特别的颜色和最明显

的位置，与网页本身的内容及风格差异很大，显得很突兀，如图 3-7所示。 

 

图 3-7  广告不应该显得太突兀，与正文内容匹配才会让浏览者更容易点击 

图 3-7显然不会使浏览者感到舒适，点击的意愿也会降低。如图 3-8所

示广告虽然明显，但看上去却比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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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在色彩上让广告与整个网页融合，让网友看起来更自然，更容易被点击 

AdSense本意就是提供与网页内容相关的广告，因此可以尽量让广告与网页内

容在界面上看上去是“一家的”。 

3.3.2  高收入广告格式推荐 

Google公司的官方推荐中以下三种是收入最高的格式。 

1．728×90首页横幅 

728×90首页横幅这种广告格式可以用在网页顶部、底部或者中部，有

文字和图片两种方式，如图 3-9和图 3-10所示。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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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728×90横幅文字广告 

 

图 3-10  728×90横幅图片广告 

2．160×600宽幅摩天大楼或者 120×600摩天大楼 

这种广告格式可以用于网页左侧、右侧或者中间，有文字和图片两种

方式，如图 3-11至图 3-14所示。 

 

图 3-11  160×600宽

幅摩天大楼文字文字 

 

图 3-12  160×600宽

幅摩天大楼图片广告 

 

图 3-13  120×600窄

幅摩天大楼文字广告 

 

图 3-14  120×600窄

幅摩天大楼图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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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280大矩形或者 300×250中矩形 

336×280大矩形或者300×250中矩形这种广告格式可以用于网站上的

各种位置，有文字和图片两种形式，如图 3-15至图 3-18所示。 

 
图 3-15  336×280大矩形文字广告 

 
图 3-16  336×280大矩形图片广告 

 
图 3-17  300×250中等矩形文字广告 

 
图 3-18  300×250中等矩形图片广告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刚加入 AdSense 不久的发布商往往喜欢将各种

广告格式都试一遍，但随着渠道跟踪数据的累计，会发现不少格式都效果

很差，最后留下的也就是上面这几种。 

更大尺寸的广告往往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我在统计中发现，160×600的宽幅摩

天大楼就比 120×600的普通摩天大楼广告收入稍高，336×280的大矩形也比 300

×250的中等矩形广告收入稍高。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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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常用调色板推荐 

前面提到让广告与网页内容融合是一项重要策略，您可以自己根据网

页风格来修改广告颜色，使之搭配合理。 

AdSense内容广告中默认的格式有 6种，如图 3-19和图 3-24所示。 

 
图 3-19  默认清新调色板 

 
图 3-20  默认海滨调色板 

 
图 3-21  默认暗影调色板 

 
图 3-22  默认蓝调调色板 

 

图 3-23  默认墨汁调色板 

 

图 3-24  默认石墨调色板 

其中“清新”是默认的调色板，适合于大多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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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配色方案是白色边框、蓝色标题、白色背景、黑色文字和

绿色网址。本人将网址的绿色修改为蓝色后另存为一个叫“blue”的新调色

板，应用到多个网站中，因为蓝色网址比绿色网址更像一个可以点击的链

接，也更容易让浏览者点击。 

在另一个例子中，整个网页采用了红色的风格，因此可以新建一个叫

“red”的新调色板来配套。我个人创建的两个调色板如图 3-25 和图 3-26

所示。 

 
图 3-25  自定义 blue调色板 

 
图 3-26  自定义 red调色板 

让广告的边框颜色、背景颜色与四周的网页内容背景颜色相同是一项相当

有效的策略。 

3.3.4  图片广告的运用 

AdSense的内容广告支持文字、图片、视频、互动广告等多种格式，其

中视频、互动广告都归于图片选项中。 

在后台获取广告的设置中有以下三个选项。 

� 文字与图片广告（默认） 

� 仅文字广告 

� 仅图片广告 

诀窍 



第 3 章  优化设置技巧，大幅提高收入 

131 

AdSense以前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广告，只有少量的大品牌广告主推出图

片广告，不过这个情况目前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广告主为了吸引更多浏

览者而采用图片广告，而且 Google 在 AdWords 中推出了图片广告的 DIY

工具，使得制作一个看上去很专业的图片广告只需要几分钟，广告主免去

了聘请专门美工人员来设计图片广告的麻烦和费用。 

AdWords 中有十多个类别的上百种现成模板可以选择，只需要修改文

字、链接就可以马上生成自己的图片广告，如图 3-27所示。 

 

图 3-27  Google AdWords中的图片广告DIY工具，在AdSense中投放的图片广告会增多 

另外，在第一屏以外的部分，例如屏幕底部，放置的文字广告很不起

眼，很容易被浏览者忽略，因而点击率极低。这时可以尝试在该广告位制

定发布仅图片广告，这样更容易让浏览者注意到。例如图 3-28是一个页面

的底部截图，如果在广告位投放文字广告的话，很容易就被淹没在文字说

明中，而投放图片广告有利于引起浏览者注意，而且还会使网页看上去更

协调、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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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在首屏以外的地方放置图片广告，让页面底部的广告更吸引浏览者 

又例如在 Google AdSense自己的链接广告中也是采取的这种方式，屏幕

底部放置一个 728×90的大横幅广告，而且只显示图片广告，如图 3-29所示。 

 

图 3-29  Google AdSense的文字链接广告被点击后显示的页面，其中底部是图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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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个别情况以外，建议不要只投放仅限于文字的广告，可以设置为“文字

/图片”自动匹配的方式，让 AdSense自动放置收入高的广告。 

3.4  广告内容更匹配 

3.4.1  页面内容调整以“控制”广告内容 

AdSense的特点就是自动投放与网页内容相关的广告，因而投放的广告

并不受发布商控制，但并不是说广告内容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发布商依然

可以做一些工作来引导广告的投放，让广告与网页内容匹配更好，以便获

得更多的点击和收入。 

能否调控页面匹配的广告是区别 AdSense新手还是高手的明显办法。 

3.4.2  设置区段定位突出重要内容 

您的网页文件也许会很大，包含了很多文字、图片以及导航等内容，

这有可能让 Google AdSense的抓取机器人难以分析出重点内容，因而影响

广告匹配效果，这时候可以采用 AdSense提供的区段定位功能。 

在网页的 HTML代码中合适部分加入以下强调代码： 

<!-- google_ad_section_start --> 

希望强调的部分 

<!-- google_ad_section_end --> 

而如果您希望忽略网页 HTML代码中的部分内容时，可以使用以下代

码： 

诀窍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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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_ad_section_start(weight=ignore) --> 

希望忽略的部分 

<!-- google_ad_section_end(weight=ignore) --> 

在一个网页中可以在多处加上以上强调或者忽略的代码，而每一段应

该包含足够丰富的文字内容，否则容易造成判断不准而投放相关性差的广

告或者公益广告。 

需要说明的是，区段定位是一种建议工具，并不是一种控制或者操纵

工具，Google 不保证一定能改善广告匹配结果和增加收入，而且可能需要

两周的时间来抓取、调整、投放新的广告。 

3.4.3  少用图片、Flash，多用文字描述 

与 Google 搜索机器人一样，AdSense派出的机器人也无法对网页中的

图片、Flash内容进行适当的分析和判断，因而为了得到更相关的广告投放，

我们应该在网页中多包含文字描述。 

页面导航菜单也应该使用文字链接，而不是图片或者 Flash，这样更有

利与 AdSense机器人的抓取和判断。 

如果页面中只需要少数的文字就能满足浏览者的需要，而这些文字又

不好匹配合适的广告时，我们可以考虑前来网站浏览的网民还有什么相关

的需求，可以补充包含相关关键词的文字内容。 

例如：在一个查询邮政编码的页面中，只需要一行表格就可以告诉浏

览者某地的邮政编码是多少。文字太少而且不好匹配广告时，我们可以添

加该地的各种快递公司的信息和链接及补充说明，既为网友提供了其可能

需要的信息，又丰富了适合匹配广告的关键词，便于吸引高质量的广告，

如图 3-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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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为简单的页面添加更多相关的文字内容，引导合适的广告投放 

3.4.4  页面标题、页内标题、URL保持一致 

在本书的前面部分讲过搜索引擎优化的内容，为了让页面在搜索引擎

特定的关键词搜索中排名靠前，需要尽量将页面的标题、页内的标题甚至

URL 都保持一致，这样搜索引擎会很肯定地判断这个页面的重点就在这个

关键词上，从而在与其他同类页面的竞争中可能得到好的排名。 

而为了让 AdSense 投放相关的广告，我们同样需要让页面标题、页内

标题、URL尽量保持一致。例如下面是一个关于 0755长途区号的页面，如

图 3-31所示。 

� 页面标题：<title>0755 电话区号查询 |手机号码归属-查号吧 

www.ChaHaoBa.com</title> 

� 页内标题：<h1 id="firstHeading" class="firstHeading">0755</h1> 

� URL：http://www.chahaoba.com/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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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浏览器的标签、URL栏和页面中都可以看到要强调的“0755”。 

 

图 3-31  在页面标题、URL、页内标题中重复关键字，吸引搜索引擎和广告匹配 

搜索引擎优化中的很多技巧都可以运用到 AdSense优化中来，这两种方法有不

少异曲同工之妙。 

3.4.5  合适的关键词和密度 

与搜索引擎优化中的说明一样，为了提高 AdSense匹配广告的相关性，

需要使用合适的关键词和密度。 

例如为了吸引充值卡、IP 电话卡类型的广告投放，我在查号吧网站中

专门新增了“话费查询”的栏目，里面有全国各地电信、联通和移动公司

的网上营业厅相关信息和网址，并在页面中多次提到“话费”、“充值”、“电

话卡”、“IP 卡”、“网络电话”、“手机”等关键词，从实际效果来看匹配的

广告都不错，如图 3-32所示。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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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为页面多补充合适的关键字，就可以吸引到同类广告的投放 

3.4.6  整个网站主题匹配 

创建新页面时以前 Google经常先投放公益广告，过一段时间抓取、理

解了网页内容后再投放更准确的广告。而一些网站现在更多的时候是直接

投放非公益广告，而且广告的相关性还不错。 

AdSense派出的虽然是机器人，但 Google不断地令其具有更多的智能，

虽然新页面内容还没有判断出来，但因为这个页面所在的整个网站的主题已

经被判别出来，所以这个新页面也被默认视为具有同整个网站一样的主题，因

而可以直接投放相关广告。而机器人获取了页面内容、进行分析后，再根据实

际情况投放更加匹配的广告。 

除了整个网站的主题匹配以外，AdSense还会根据 URL中的目录路径

对新页面主题进行预判，例如： 

http://www.example.com/sports/newpage.htm 

因为在/sports/目录下，所以可以投放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广告内容。 

因此我们在网站的主题定位、目录结构、文件命名等各方面都应该注

意相关性，这些都可能对 AdSense投放广告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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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 AdSense获得高收入，吸引广告主的定向投放很重要，越多的广告主有定

向投放的意向就会让网站上广告位的竞价越高，所以让网站主题鲜明，浏览者符合

广告主的潜在客户特征，则更吸引广告主的投放。 

3.4.7  屏蔽无关或者反感的广告 

AdSense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会做出最佳选择，但毕竟不如真人的判断准

确，我们应该经常关注自己的网站，查看网站上匹配的广告内容，如果有

明显的问题，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屏蔽。 

例如：一个娱乐性的网站，以前以匹配影视、交友等方面的广告为主，

而有一段时间却发现各个页面的各个广告位几乎都被治疗男女性病的广告

占据，显得很不协调，这时可以去 AdSense后台屏蔽相关网址。 

又如：在“查号吧”网站的“骗子号码”栏目，其网页内容本来是让网友

曝光骗子的，但却发现有一些手机窃听器等广告，其本身就涉嫌诈骗，这是

Google 公司的审核不严，AdWords 被人钻了漏洞引起的，发布商也可以在

AdSense后台进行屏蔽。 

屏蔽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竞争性广告过滤器”中添加广告网址，

另一种是针对网站定位的广告可以在“广告审核中心”进行阻止。 

一些发布商希望能通过关键词进行屏蔽，但 Google暂时没有相关计划，

估计是怕这样会引起匹配的广告收入下降。 

另外，Google 计划在以后推出广告类型选择，目前还在试验阶段，如

果推广到所有发布商，可以用来指定特别的类型，减少非指定类别的广告。 

作者咨询过 Google工作人员，他们建议屏蔽广告的功能尽量少用，以免减少

收入，他们会根据人工审核以及自动算法来进行调整。另外，发布商自己去盯着广

告，工作量也太大了，屏蔽广告只适合个别情况。 

诀窍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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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使用更多广告 

3.5.1  页面中使用多个广告单元组合 

在前面讲述 AdSense 收入组成公式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告的展

示越多越好，在页面展示量一定的前提下，每个页面中广告单元的数量越

多对提高收入也越有利，虽然数量上并不是成正比的。 

AdSense 计划政策中规定，每个页面中最多放置 3 个内容广告+3 个链

接广告+2 个搜索框，如果数量超过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显示出来的（但

作者在实践中发现如果是通过 Google AdManager投放 AdSense广告的话，

数量上是不受限制的）。 

前面还说到效果比较好的内容广告是 728×90大横幅、160×600宽幅

摩天大楼、336×280 大矩形这三种格式，可以将这些以及合适的链接单元

组合起来放置，如图 3-33所示。 

 
图 3-33  在页面中组合投放多种效果好的广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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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内容广告代码放置的顺序 

如果一个广告单元中有多个广告的话，单价最高的广告会排列在最靠

前的位置。而当一个页面中有多个 AdSense 广告单元时，单价最高的广告

会放在网页 HTML代码中最靠前的广告单元中。 

例如在图 3-34 中有一个 336×280 的大矩形内容广告和一个 160×600

的宽幅摩天大楼内容广告，虽然 160×600 的广告位置高于 336×280 的广

告位置，但根据渠道跟踪统计我们发现 336×280广告的点击率比 160×600

广告的点击率要高出数倍。这时如果 160×600的广告代码在页面中比 336

×280的广告代码先出现的话，高价广告就会出现在 160×600的广告单元

中，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调整代码或者广告位

置来让点击率高的广告代码出现在 HTML中更靠前的位置。目前很多网页

都是采取 CSS+DIV的设计架构，这样代码出现的先后次序与在屏幕上的位

置是分离的，因而也更便于 AdSense广告的调整。 

 

图3-34  文字介绍下方的336×280广告点击率比左侧的160×600广告要高，注意代码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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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上例子页面中还有 728×15 和 160×90 两个链接单元，点击

其中的文字链接后会出现专门广告页面中的内容广告单元与以上页面中

336×280和 160×600广告单元的价格是分开的，不会有链接单元先出现就

单价更高的情况。也就是说链接单元与内容单元之间是不存在竞价关系的，

只有内容单元之间有竞价关系。 

3.5.3  巧妙利用链接单元起到的奇效 

在获取 AdSense 内容广告时可以看到首先会有“广告单元”和“链接

单元”两个选项，其中的广告单元直接显示广告内容。用户点击（针对 CPC

广告）或者浏览（针对 CPM广告）后，发布商就可以获得收入，而链接单

元并不直接显示广告内容，而是显示 4个~5个关键词文字链接，浏览者浏

览甚至点击这些文字链接后都不会产生收入，只有在点击打开的专门广告

页面中再次点击感兴趣的广告单元才会产生收入。 

很多发布商对于能直接产生收入的广告单元非常青睐，而对于需要两

次点击才能产生收入的链接单元不太重视。 

但本人在实践中发现，适当在页面中运用链接单元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有时甚至可能超过广告单元的收入。例如在图 3-35中，有 728×15和 160×

90两个链接单元，以及 336×280和 160×600两个广告单元，浏览者往往

将顶部的 728×15 链接单位视为网站的导航菜单，当匹配出的关键词文字

与网页内容很相关时，很可能获得比 336×280广告单元更好的收入。而图

片是一个页面的聚焦点之一，其下方放置的 160×90 链接单元也可能吸引

浏览者点击查看。相比之下，位于左侧菜单栏位置的 160×600广告单元获

得的关注并不多。在该网站的实际统计数据中也证实链接单元产生的收入

通常比广告单元产生的收入更多。 

链接单元所占位置小而功效大，绝对不要放弃使用。其文字链接与页面内容匹

配很好，容易让浏览者感兴趣。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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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需要点击两次的链接单元可能会超过只需要点击一次的内容单元的收入 

所有链接单元的格式排在下面，可以根据网页实际情况选用，如图 3-36

和图 3-37所示。 

 

图 3-36  纵向列表的 Google AdSense文字链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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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横向列表的 Google AdSense文字链接单元 

3.5.4  利用搜索广告提供搜索功能并获得收入 

AdSense搜索广告在为网页提供了 Google搜索功能的同时也让发布商

多了一个赚钱的方式，当浏览者使用搜索功能时，如果点击搜索结果页面

中出现广告，发布商也能获得收入分成。Google 搜索联盟与此类似，还有

Google定制化搜索也提供类似的功能。 

在以信息搜索为主的网站，包括网址导航类的网站中，网站顶部的搜

索框非常重要，多用于外部搜索，其使用频率很高，采用搜索广告能获得

不少收入。 

而以信息内容为主的网站，除了外部搜索外，还需要提供内部搜索功

能，站内搜索功能日益成为一个专业网站必备的部分，而自行开发搜索功

能不仅麻烦而且效果不一定好。Google 提供的搜索广告正好能提供站内、

站外搜索，还有可能带来广告收入，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在以内部搜索为主的情况下，建议将搜索框放置在页面第一屏突出的

位置，这样更方便用户使用。 

而在屏幕最下方可以放置一个主要用于外部搜索的搜索框，这样浏览

者在看完全部内容后，如果还希望查找更多的相关信息，就正好可以不离

开页面而使用 Google提供的搜索功能了，如图 3-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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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页面底部的 Google搜索联盟广告，让浏览者离开网页的时候也可能产生收入 

另外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下所示。 

� 在搜索框附近还可以设置相关关键词或者热门关键词，浏览者不

用在输入框中输入就可以直接点击搜索。 

� 不要去掉 Google的图片 Logo，有 Logo时往往用户更放心使用。 

� 发布商可以自己在搜索框中搜索，但绝对不要自己点击搜索结果中

的广告。 

� 在 AdSense搜索广告与 Google搜索联盟中建议采用后者以获得更

多分成收入。 

3.6  跟踪广告效果 

3.6.1  用渠道来细致测量 

前面讲到的一些优化技巧是他人的经验总结，而发布商自己使用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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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否好呢？这就需要进行评测了。AdSense提供的渠道功能就是非常好的

跟踪工具。 

Google 公司在评测广告效果方面做了很多细致工作，AdSense 内容广

告、AdSense搜索广告、Google搜索联盟、AdSense移动广告、AdSense域

名广告、AdSense for Feeds等几乎所有的广告形式都支持渠道跟踪。 

最常用的 AdSense内容广告有 URL渠道和自定义渠道两种渠道设置，

URL 渠道用于跟踪域名、子域名、目录或者单独网页的数据，自定义渠道

可用于自己任意设定的指标，例如为网页上的每个广告位都新建一个自定

义渠道，从统计数据中就可以知道每个广告位的展示数量、点击次数、网

页点击率、eCPM和收入情况。 

AdSense优化不是盲人摸象，完全可以及时得到有效的评估，渠道测量是优化

AdSense的必修课。 

3.6.2  用专门报告来跟踪效果 

在 AdSense 的“高级报告”中，可以挑选需要显示的渠道来查看所需

数据，而当渠道数量相当多的时候，每次查看需要挑选比较麻烦，这时可

以使用“报告模板”功能，将选择的产品、显示汇总/渠道、日期范围、广

告/链接单元、显示依据等保存起来，以便下次直接使用。 

如果需要与他人分享您的 AdSense 部分数据，还可以在“报告管理”

中设置将需要共享的报告模板定期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中。 

3.6.3  其他工具跟踪 

AdSense 自带的 URL 渠道和自定义渠道数量总和上限在以前是 200，

后来增加到 500。但对于拥有更多域名、子域名、目录和自定义渠道需要跟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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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的发布商来说，有可能会不够用，如果希望跟踪到每个网页的情况，显

然 AdSense本身无法提供。 

好在 2009年 Google公司在其 Analytics分析产品中推出了与 AdSense

结合的功能，这样可以看到每个页面的 AdSense 收入情况，这样就提供了

无数个 URL渠道。据本书作者所知，目前使用这个功能的发布商并不多，

强烈推荐赶快试用。 

在 Google AdManager中的报告功能也可以起到跟踪的效果，这将在本

书后面的章节专门讲述。 

3.6.4  建立 AdSense优化笔记 

学过管理课程的朋友一定听说过 PDCA循环（又名戴明环），如图 3-39

所示，具体解释如下。 

 

图 3-39  PDCA循环，又名“戴明环” 

� P：Plan的首字母，计划之意。 

� D：Do的首字母，执行之意。 

� C：Check的首字母，检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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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tion的首字母，行动之意。 

意思是按照 P-D-C-A 的顺序来进行质量管理，并不断地循环下去，向

更高的质量推进。 

在网站中做 AdSense优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样可以借用 PDCA

循环的概念。 

� P：根据他人以及自己以往的经验，准备进行优化调整。 

� D：执行修改网站网页、补充完善内容、调整 AdSense代码等工作。 

� C：一段时间后对AdSense后台数据，特别是渠道跟踪数据，进行检

查分析。 

� A：对有效的调整保留下来，对无效或者负面的调整还原，进入新

的循环。 

这个循环的周期可以自己掌握，从几天到几个月都可以。需要提醒的是，

在调整时要做好笔记，记录调整的内容和时间以及调整前的数据，过一阵子查

看渠道跟踪数据后，将调整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并记录时间和数据，这样

就很容易得出结论。 

如果有多个调整优化的想法要实施，最好是逐个将想法进行试验，同

时调整多个地方可能造成不知道变化的真正原因。 

具体记录的方式不限，可以记录在纸质记事本上，也可以用电脑上的

文档、表格、日程表、任务表来跟踪记录。 

表 3-1是一个 AdSense优化笔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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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AdSense优化笔记 

优化内容 
设置 
记录 

修改 
时间 

修改前 
数据 

检查 
时间 

检查时 
数据 

结论 

*.18dao.com改用 
AdManager投放广告 

      

wap.18dao.com修改浏览
器报错 

      

在 AdSense和 AdPlanner
中修改广告位说明 

      

更多其他所作修改……       

对自己目前 AdSense收入比较满意，认为难以再继续提高的朋友也不要松懈，

每隔一段时间做好统计分析工作，不断调整可以让收入再上新的台阶。 

3.7  更多优化技巧 

3.7.1  论坛优化，关键在第一帖周边 

在某些特定类似的网站上放置 AdSense广告有一定技巧，如图 3-40所

示是 Google官方帮助上的一幅论坛的热图。 

在论坛上公认的最佳放置位置是以下几个位置。 

� 论坛中发帖的第一帖（一楼）标题与正文之间。 

� 论坛中发帖的第一帖（一楼）正文下方。 

� 论坛中发帖的第一帖（一楼）与第一篇回复（沙发）之间。 

这些地方是浏览者最关注的地方，如图 3-41所示。 

 

诀窍 



第 3 章  优化设置技巧，大幅提高收入 

149 

 

图 3-40  论坛网站广告点击率热图 

 
图 3-41  第一帖标题与文字之间、第一帖与第二贴之间都是浏览者关注的焦点位置 

导航 

标题 

首篇文章 

次篇文章 

最新文章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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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可能会引起发帖与广告之间的混淆，特别是对于部分论坛忠实

用户来说会感觉不好，这时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 指定只对匿名用户展示广告，对登录用户不展示广告，通过程序控

制实现。 

� 将第一帖（一楼）的广告放置在屏幕右侧，不插入到文字上方或

者下方。 

� 使用占用位置更小的链接单元，而且可以供常客查看相关主题的

广告。 

另外根据论坛的特点还可以注意以下方面。 

� 在论坛首页、列表页可以不展示广告，因为用户停留时间短，点击

率很低。 

� 每隔一定周期调整广告位置或者演示，以免被老用户忽略广告的

存在。 

� 使用“文字与图片”的广告形式，图片广告可能带来不少收入。 

� 为了忽略跟帖中可能的不相关内容，可以采用区段定位让广告只

匹配第一帖内容。 

3.7.2  博客优化，文章周边组合投放 

博客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回访常客比较多、页面格式固定、内容主

题集中等。 

Google 官方帮助中心建议在博客页面中运用多个广告单位，并且使其

演示鲜明以获得关注，确保广告的背景与投放区域使用相同的背景演示，

如图 3-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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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博客网站中多种形式广告组合投放示意图 

如图 3-42所示的例子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 文章之间用明显的背景颜色投放广告，吸引用户注意。 

� 顶部可以使用横向链接单元，为浏览者提供相关主题的关键词来查

看广告。 

� 右侧上方提供搜索广告框，方便浏览者进行搜索，网站通过结果

页上的广告点击获利。 

� 右侧下方提供纵向链接单元或者摩天大楼内容单元。 

与多数网站以及论坛一样，还可以采用区段定位、允许图片格式来提高

广告收益。 

3.7.3  用其他语言版本 AdSense赚钱 

在中国大陆地区，一般网站运营者运营的都是中文简体网站，目前网

站数量众多，发布商与愿意出钱做广告的广告主比起来，广告主相对更稀

缺一些，因此中文网站获得的广告收入单价普遍不高。 

有数据表明，英文网站 AdSense广告的 eCPM大约是简体中文的 30倍

左右，即使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繁体中文网站相比，简体网站

标题 标题 

文章 

文章 

文章 

广告单元 

广告单元 

广告单元 

广告单元 

广告单元 

文章 

文章 

文章 

广告 

单元 

链接 

搜索 
搜索 

链接 

链接 

单元 

链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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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差数倍之多。 

因此一些有英语功底的站长倾向于做英文网站。本书作者运营的网站

中以简体中文为主，但也有部分繁体和英文网站，从后台数据统计中也可以

证实繁体和英文的 AdSense点击率、单价、eCPM都比简体中文的要高不少。 

但英文网站要获得流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下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 英文水平要高，页面中的英文要让外国读者看得明白，自动翻译

工具产生的批量内容是外国读者看不懂的。 

� 最好选用国外的机主，这样让外国读者的访问者有更快的浏览速

度，搜索引擎抓取更好。 

� 页面风格要适合国外的读者，

简洁明了而不花哨堆砌，广告

不要过多干扰正文，这一点与

国内的读者习惯不同。 

� 选题可以考虑用英文介绍与

中国相关的信息，这样更容

易做出有深度的原创内容。 

� 注意知识产权，国外的网站

很少有复制粘贴做成的，更

少用采集等办法做垃圾网

站。 

图3-43是我们做的一个英文网站

例子。 

3.7.4  适当让浏览者放慢脚步 

看过网站后台统计分析报告会发现，对于绝大多数网站来说，浏览者

 
图 3-43  英文网站匹配出来的英文广告点击率和收入比 

中文网站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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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来去匆匆，停留时间一般不过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几秒，浏览的页

面数量也只有几页。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让其对网页上的广告产生兴趣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使用以下这两种方法来解决。 

� 无法控制浏览者停留时间而让广告更突出、更明显、数量更多； 

� 设法让浏览者停留的时间更多、查看的页面数量更多。 

后者往往意味着提供更深入的内容以及吸引人的其他相关页面。在网

页中提供除了普通浏览信息以外的服务也是让浏览者放慢脚步的一个好办

法，例如在网站中提供 Flash小游戏，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中直接玩。 

我偶然发现，自己的一个实用查询类的网站的点击率比其他同类网站

都要高，如图 3-44所示。 

 

图 3-44  浏览者在等待速度测试结果的过程中，顺便会关注到相关的广告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提供网络速度测试的页面，让浏览者从网站中下载

一个小文件，然后计算出连接速度，这往往需要几十秒左右的时间，这期

间浏览者除了看着进度条和完成百分比在变动以外，在无聊的等待中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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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地关注到旁边的广告。 

3.7.5  吸引定向投放 

AdSense的新手常常只关注关键词匹配，认为广告多是靠 Google自动

匹配出来的。这确实没有错，但依靠 Google自动匹配出来的广告效果是有

限的。一些 AdSense 相关的论坛中常看到有人发帖抱怨单价太低，其实可

以使用一些技巧来吸引广告主定向投放到自己的网站上来，这是提高收入

的一个重要办法。 

1．首先需要网站的主题明确、内容丰富、网民喜欢 

广告主花钱投放广告是为了吸引优质流量，只有优质网站才有可能吸

引到品牌广告主的定向投放。那种“伪原创网站”虽然可能骗过机器，但

很容易被广告主人工识别出来，这类网站是无法获得广告主青睐的。 

2．其次要注意让广告主在 AdWords中搜索到自己的网站 

AdSense的广告一般是广告主通过 AdWords投放的，在 AdWords后台

中可以选择关键词投放还是定向投放。当定向投放时，选择“内容联盟网

络”、“仅选择我自选的展示位置上的相关网页”可以看到发布商在 AdSense

后台设置自定义渠道中的描述，因此这个撰写描述的工作很重要。 

3．另外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发布广告位信息来吸引定向投放：Google 

AdManager和 Google AdPlanner 

其中 Google AdManager是对每个“展示位置”（对应于 AdSense中的

自定义渠道）进行说明，并可以让 AdWords 和 AdPlanner 中的广告客户看

到。而 Google AdPlanner 目前只有英文版，未来会有中文版，目前在英文

版中也一样可以对中文网站进行介绍，吸引高端广告主。关于 Google 

AdManager和 Google AdPlanner还将在本书后面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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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还可以在自己网站上做一个专门的“广告服务”介绍页面 

在AdSense、AdManager和AdPlanner中介绍网站和广告位都篇幅有限，

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专门做一个“广告服务”的页面，全面介绍网站与广

告相关的情况，包括： 

� 网站的定位 

� 浏览量和排名 

� 目标人群特点 

� 广告位置及尺寸 

� 广告形式及代码 

� 广告计费方式 

� 投放的方式 

� 联系的方式 

…… 

方便潜在的广告主查看情况及联系。 

有没有针对网站的定向投放在广告单价上可能有很大区别，获得众多广告主定

向投放的网站，广告位的价格在竞争中会有成倍的提高。 

3.8  拒绝作弊 

3.8.1  AdSense作弊手段大曝光 

在 AdSense 推出之前，互联网广告多是按照展示数量或者包月方式计

费，而 AdSense投放的广告中大部分都是按照点击计费的 CPC广告。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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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点击才计费，那多数不点击的展示不是白白给别人做了广告

吗？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甚至想：怎么不自己或者找人去

多点击几次呢？ 

这些都是对 AdSense不了解而提出的疑问，也有不少刚刚加入 AdSense

计划的站长，看到点击数量和带来的收入实在太少，而尝试自己点击，结

果很快就被 Google终止了合作，业内也常称为“被 K”。 

AdWords、AdSense推出的初期，Google公司也确实存在对作弊监管不

严的问题，结果导致广告主的集体诉讼，为此 Google公司还支付了数千万

美元的大笔赔偿金。此后 Google公司一直不断完善与欺诈点击作斗争，通

过技术手段和人工判别，目前已经能很好地发现作弊行为而又不冤枉正规

做站的站长。 

作弊的人也在不断翻新花样，但可能短期有效，终究是难以得逞，这

里列举出常见的作弊办法。 

� 自己点击：这是最初级的错误，Google能通过 IP、Cookie可以轻

易发现； 

� 找人点击：总是来自固定 IP、机器、归属地的作弊行为也不难判断； 

� 互相点击：在 Google的反作弊算法中已经可以分辨出来； 

� 鼓励点击：网站中承诺给予点击者积分等好处，这也是不允许的； 

� 误导点击：例如告诉浏览者点击广告后才能开始下载需要的文件； 

� 机器点击：使用一些作弊软件。用机器人的方式来刷新浏览、增

加点击； 

� 代理服务器点击：通过国外的代理服务器，点击时每次都变换 IP； 

� 更改广告代码：通过漂浮广告等方式非正常投放广告； 

� 诱导匹配无关高价关键词：例如在中文网站页面嵌入 Iframe 投放英

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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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聪明”的作弊者，再“巧妙”的作弊手法，都不能长期骗得过 Google，新

发布商要及早断绝这种幻想。 

3.8.2  不要心存侥幸、听信小道消息 

Google 公司目前每年的广告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聚集了数十万全球顶尖

互联网人才，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网络搜索技术，因而对付 AdSense 作弊可以说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要想通过 AdSense 挣钱唯一的办法是遵守其计划政策，而不是想方设

法作弊。一些网站站长的一个账号被封后，再设法新申请一个账号作弊，

但他们会发现作弊越来越难。在一些讨论 AdSense 主题的论坛中，常看到

被“K”喊冤的帖子，有的说刚申请获批几天就被封了，有的说刚积累到

100美元等支付时就被“K”了，还有的人说要去告 Google公司，但真正赚

钱的站长不会去参加这些讨论，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做好网站，如何

为网民服务，如何吸引流量，如何优化广告等方面。 

不要看到其他人作弊自己也去尝试，不要听信别人说的所谓作弊秘诀。 

3.8.3  Google反作弊手法，自动和人工结合 

Google公司有专门的 AdSense反作弊小组，以其先进的技术不断完善

识别作弊的数学模型，作弊者可以想得到的办法都被包含在内了，另外至

少还有以下四种人工识别办法。 

� AdSense反作弊小组成员定期人工检查值得怀疑的账号。 

� 浏览者如果发现有网站在 AdSense上有作弊行为（例如鼓励点击、

欺骗引诱等）可以向 Google公司举报。 

提醒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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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发布商发现有网站在 AdSense 上有作弊行为（例如入侵其他

网站修改账号名称等）可以向 Google公司举报。 

� 通过 AdWords投放广告的广告主会监控广告投放情况，如果有异

常可以向 Google公司举报。 

网站运营者应该调整心态，立足长远发展，把精力投入到网站内容建

设、宣传、优化等方面，真正为浏览者提供喜欢的信息和服务，并为广告

主提供良好的广告发布平台，自己才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浏览者、网站运营者（发布商）、Google公司、广告主四者之间达到共赢才

能是产业链良性发展。任何试图破坏规则快速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最终都无法

获得成功。 

3.8.4  如何保障账户安全 

确实有一些发布商本意并不是去作弊，而因为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问

题，导致账户被“K”的情况，这时已经是后悔莫及了。下面来说一说如何

保障账户的安全，发布商需要注意的地方。 

� 不要自己尝试任何作弊行为，无论是否在 AdSense 计划政策的规

定以内，主动做到“不作恶”； 

� 明确告诉网站的共同运营者、亲戚朋友，千万不要“好心”帮忙

点击广告，那样只会帮倒忙； 

� 不小心自己在操作中误点击广告的话，如果次数极少，就可以不

管，Google会自己判断； 

� 如果万一不小心自己多次误点击广告的话，就要给 Google 公司

AdSense小组发邮件进行说明； 

� 在 AdSense 账号设置中启用“允许的网站”功能，避免广告代码

被无聊的人恶意放在其他网站中遭到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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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收到来自 Google AdSense团队的警告邮件，一定要非常重视，

马上检查邮件中所说情况，按照要求及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回复邮件； 

� 如果收到来自 Google AdSense团队终止账号的邮件，而自己又确

信没有作弊的话，可以将实际情况向 AdSense 团队回复邮件进行

详细说明，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和数据来，态度要诚恳、实事求

是，对方是不会随意“K”号的，如果你拿出的证据可以证明是被

误解了，还是有希望解封的。 

Google的信条是 Don’t be evil，不会冤枉好人，但也不会放过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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