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其他收入来源，扩展赚钱渠道  

本书以 Google AdSense 为主要讲述对象，不过考虑到网站站长会发展

其他收入方式，所以专门设立一章来讲解 AdSense 以外的收入方式，其中

本章包含以下几节，每节又分若干小节。 

� 百度联盟 

� 阿里妈妈 

� 直接广告 

� 增值服务 

� 内部广告 

通过本章内容读者可以对其他网络广告提供商以及收入方式有全面了

解，网站站长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进行组合投放，希望这些补充收入方式

信息能实实在在给读者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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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百度联盟 

5.1.1  百度联盟介绍 

百度联盟在中国网站广告联盟中的名气仅次于 Google AdSense，也拥

有大量的合作网站。 

百度联盟中的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种。 

� 搜索推广合作：与 AdSense搜索广告类似。 

� 工具栏合作：软件作者将自己的软件与百度工具栏捆绑合作。 

� 网盟推广合作：与 AdSense内容广告类似。 

� 新业务合作：与 AdSense推介广告类似。 

� 知道内容合作：与百度知道产品进行的合作。 

与百度联盟相配合，百度还推出了以下一些配套服务。 

� 百度广告管家：与 Google AdManager类似。 

� 百度统计：与 Google Analytics类似。 

百度联盟在功能上基本上是模仿 Google AdSense，但也有一些自己的

特色，如下所示。 

� 积分制度：可以用积分兑换奖品。 

� 信誉等级：表示诚信程度的一种指数。 

� 大联盟认证：有绿色认证、黄金认证、钻石认证，百度给予不同

支持。 

� 常青藤计划：对合作伙伴的高层进行的培训。 

� 步步高计划：优化课堂，分享百度联盟优化的经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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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联盟登录后的界面如图 5-1所示。 

 

图 5-1  百度联盟登录后台中看到的界面截图 

5.1.2  百度联盟与 Google AdSense比较 

百度联盟与 Google AdSense比较如表 5-1所示。 

表 5-1  百度联盟与 Google AdSense比较 

 百度联盟 Google AdSense 
广告形式 文字为主，也有图片 文字、图片、多媒体 

广告匹配度 与网页内容匹配一般 与网页内容匹配较好 

产品种类 
网盟推广、搜索推广合作、工具栏合作、新业务

合作、知道内容合作 
内容广告、搜索广告、Feed广告、
移动广告 

账号申请 相对比较难 相对容易 

添加域名 需要申请审核 不需要申请 

支付起点 100元 100美元 

支付方式 电子转账 支票托收、西联汇款、电子转账 

代扣税款 
代扣个人劳务所得税或者单位需要提供发票则不

扣税 
仅电子转账方式代扣税款，其他

方式不扣税 

分成比例 约 50% 广告内容 68%，搜索广告 51% 

封杀作弊 以前不严格，后来严格 严格 

网站广告发布商选择联盟最关键的还是看谁能给自己带来的收入多，

根据我自身几年的测试，以及网上论坛上一般网站站长的说法，在同样流

量的情况下，百度联盟产生的收入只有 Google AdSense产生的收入的几分

之一。两种相差几倍的收入导致目前多数网站站长还是选择以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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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ense为主。 

目前对于多数网站来说，百度联盟带来的收入比 Google AdSense少，但考虑到

百度的快速发展，其联盟还是有发展潜力的，建议一般网站都去申请一个账号观察

一下。 

5.1.3  应用百度联盟提高网站收入 

有以下一些办法可以考虑用于提高网站收入。 

� 如果曾经因为作弊在 Google AdSense遭到封号的话，可以选择百

度联盟来重新开始，但注意一定不能作弊。 

� 如果网站中使用搜索的人比较多，用百度的搜索联盟可能会得到

比 Google搜索广告更多的收入，因为百度搜索结果页面出现的广

告更多。 

� 在点击率最高的位置放置 AdSense广告，而在顶部 Banner等点击

率不是最高的地方可以放置百度联盟广告作为补充。 

� 做百度联盟广告的同时，可以申请加入百度大联盟认证，能得到

宣传流量支持及更高的广告分成比例。 

� AdSense已经暂停了国内的推介广告，如果百度联盟中有合适的推

介广告可以拿来放在网站中。 

� 有传言百度对只做 AdSense 的网站收录效果会差一些，可以考虑

也投放部分百度联盟广告来消除这种可能的因素。 

百度中的新业务合作提供了 CPA/CPS推介广告，新近又在网盟合作中推出悬

浮广告，这都是目前 Google AdSense中没有的，可以作为很好的收入补充来源。 

诀窍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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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阿里妈妈 

5.2.1  阿里妈妈介绍 

阿里妈妈是阿里巴巴公司于 2007年推出的广告交易平台，其使命是“让

天下没有难做的广告”，提出“广告是商品”的概念，希望借鉴阿里巴巴、

淘宝的成功经验来打造连接广告主和网站主的广告交易平台。 

阿里妈妈推出的广告模式有按时长和按点击计费的计费模式，广告形

式有图片、文字链接。一开始推出时在国内做了很多市场推广活动，吸引

了大批对于 Google AdSense和百度联盟不满意的网站站长参加。 

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大多数都是质量不高的小网站参加阿里妈妈联

盟，甚至出价在每周几块钱以下，发布广告的广告主也是以淘宝中的小卖

家为主，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优质的网站逐步离开。阿里妈妈

联盟在按照点击付费的方式上难以竞争过 Google和百度。 

2008年 9月阿里妈妈与淘宝网合并，采用淘宝的品牌，阿里妈妈更倾

向于为淘宝网服务，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网络广告平台。2009年 1月正式将

以前以帮助淘宝网店主销售产品获得佣金的淘客称为“淘宝客”，在阿里妈

妈中大力宣传，号召大家都去利用自己的网站做淘宝客，这样为阿里妈妈

注入新的活力。 

阿里妈妈的登录界面如图 5-2所示。 



第 5 章  其他收入来源，扩展赚钱渠道 

205 

 

图 5-2  阿里妈妈首页截图，主推淘宝客，显然为淘宝服务是其主要目标 

5.2.2  阿里妈妈与 AdSense比较 

阿里妈妈与 AdSense比较如表 5-2所示。 

表 5-2  阿里妈妈与 Google AdSense比较 

 阿里妈妈 Google AdSense 
计费方式 按时长、点击、效果计费 按展示量、点击量计费 

广告形式 文字、图片、多媒体 文字、图片、多媒体 

广告匹配度 自动匹配一般，做淘宝客人工操作效果好一些 与网页内容匹配较好 

账号申请 相对容易 相对容易 

添加域名 需要申请审核，做淘宝客不需要审核 不需要申请 

支付起点 任意数量 100美元 

支付方式 转到支付宝账号，可以从支付宝提现或者消费 支票托收、西联汇款、电子转账 

代扣税款 代扣个人劳务所得税 仅电子转账方式代扣税款 

分成比例 扣技术服务费 15%、淘宝客佣金不定，最高 50% 广告内容 68%，搜索广告 51% 

封杀作弊 严格，淘宝客按效果计费不严格 严格 

5.2.3  应用阿里妈妈提高网站收入 

从我个人使用阿里妈妈广告的效果来看，不是很理想。两年来只有一

次按照时长卖出广告位，其余时间都是放置的点击计费广告，而获得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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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很少，其审核等操作也很麻烦，而且常常发来各种邮件对网站主进行促

销宣传。 

不过如果适当运用阿里妈妈，也有以下一些办法可以考虑用于提高网

站收入。 

� 如果网站的主题是购物类，阿里妈妈的淘宝客功能可能会得到比

Google AdSense 更多的收入，网站浏览者中有很多潜在网上购物

者。 

� 如果曾经因为作弊在 Google AdSense遭到封号的话，可以选择阿

里妈妈来重新开始，但注意一定不能作弊。 

� 在点击率最高的位置放置 AdSense广告，而在顶部 Banner等点击

率不是最高的地方可以放置阿里妈妈广告作为补充。 

� 做阿里妈妈广告的同时，可以做淘宝卖家，能自己进行宣传、获

得佣金。 

� Google AdSense 已经暂停了国内的推介广告，如果阿里妈妈中有

合适的推介广告可以拿来放在网站中。 

阿里妈妈中的按照时长和点击付费的广告都不推荐，不过如果自己的网站用户

是某一方面的潜在消费者，淘宝客的广告方式可以考虑。 

5.3  更多其他广告联盟 

5.3.1  广告联盟现状 

广告联盟的作用是通过网络平台连接广告主和网站主，在牵线搭桥中

为双方服务，同时赚取自己的利润，说得更通俗一些，就是网上广告中介。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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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盟的设立门槛并不高，近年来中小广告联盟激增，其中有一些

只是个人所办，在资质、信誉、技术方面良莠不齐。 

在搜索引擎中搜索“广告联盟”，发现有一些都是与骗子、扣量、卷款、

停办等联系在一起，因此，选择广告联盟的时候需要谨慎。 

对于主动找网站负责人联系投放广告的中小广告联盟需要谨慎，可以去网上搜

索其评价，如果觉得信誉不好、实力不强、产品影响用户体验的话，就不用花时间

和精力去尝试了。 

5.3.2  广告联盟分类 

按照广告联盟提供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搜索引擎大公司设立的广告联盟：信誉度比较好，偏重利用搜索匹

配技术提供 CPC广告，典型的是本书介绍的 Google AdSense、百度联盟，

另外还有搜狗联盟、微软 Ad Center（暂未对国内网站开放）等。 

2. 电子商务大公司设立的广告联盟：信誉度比较好，偏重推广自身电

子商务的 CPA广告，典型的是本章前面介绍的阿里妈妈淘宝客，另外还有

当当网联盟、卓越亚马逊联盟等。 

3. 中型专业广告联盟：成立时间比较长的专门网络广告联盟商，广告

产品比较多，偏重 CPA广告，例如窄告联盟、亿起发、美通联盟、弈天联

盟等。 

4. 短信 SP广告联盟：前几年短信 SP火爆的时候这类联盟收入很高，

但因为产品本身的问题现在走下坡路，不推荐采用。 

CPA（按照每次行为付费）类型广告，如图 5-3所示。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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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网站联盟中 CPA广告的选择列表 

CPS（按照每次销售付费）类型广告，如图 5-4所示。 

 

图 5-4  广告联盟中 CPS广告的选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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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运用其他广告联盟提高网站收入 

有如下一些办法可以考虑用于提高网站收入。 

� 如果曾经因为作弊在 Google AdSense遭到封号的话，可以选择其

他网站联盟来重新开始，但注意一定不能作弊。 

� 根据网站的主题以及浏览者的类型，可以选择合适的 CPA广告，

有可能获得比 AdSense更高的 eCPM。 

� 在点击率最高的位置放置 AdSense广告，而在顶部 Banner等点击

率不是最高的地方可以放置其他联盟广告作为补充。 

一些比较大的广告联盟能提供比较丰富的 CPA/CPS类型广告，可以挑选适合

自己网站浏览用户的广告来投放，并记录、计算 eCPM，作为衡量是否继续投放的

依据。 

5.4  直接广告 

5.4.1  让广告主联系你 

通过广告联盟获取广告的最大好处是免除了自己联系广告主的麻烦，

一般中小网站都难以有专人负责广告联系，网站主也不了解网站、不放心

投放广告。 

不过如果您的网站做到一定规模、有一定知名度，可以考虑绕过广告

联盟，直接与广告主联系。 

设立专人或者专门部门负责网站广告销售的开销比较大，一般中小网

站可以由网站运营负责人兼职负责与广告主联系。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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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网站运营的事情非常多，主动联系广告主的效率不高，建议设法

让广告主主动联系自己，这样成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让广告主联系您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 在网站的空闲广告位发布自己网站的广告招商信息。 

� 在网站上设立专门的“广告服务”页面，介绍网站用户群体、广

告格式、计费方式、联系办法等。 

� 在与网站涉及领域的专业网站、论坛中介绍自己的网站及广告服

务信息。 

� 在其他网站投放广告，让潜在广告主发现并主动联系自己。 

5.4.2  直接广告的定价 

既然选择直接与广告主联系，在广告收入上至少需要与放置联盟广告持

平或者更高才行，否则就是白白花费了联系的时间、精力却反而降低了收入。 

衡量相同广告位收入的办法比较简单的是对比 eCPM，也就是千次广告

展示的价值。如果放置 AdSense的时候从后台看到某个广告位的 eCPM是 5

元/千次展示，则可以将直接广告的价格定为超过这个数字，在与广告主的

谈价中设定高于这个的底价。 

至于直接广告的计费方式，最简单的是 CPT按照时长计费，这样可以

充分保证发布商的利益，使用 CPM也可以，便于比较 eCPM。当然也不排

除其他各种方式，包括 CPC及 CPA都是可行的，只是需要投放一段时间来

计算 eCPM，确保超过投放 AdSense的 eCPM。 

5.4.3  直接广告的管理 

直接广告的投放、管理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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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网页代码投放：如果网站不复杂，页面数量有限，可以通过

直接修改网页 HTML代码的方式来投放广告，到期后再修改停止

或者更换其他广告投放。 

� 修改网站模板投放：如果网站页面数量大，但结构合理，有专门

放置广告的模板、框架或者 JavaScript文件，就可以修改这些模板

来实现。 

� 通过 Google 广告管理系统投放：在网站建设中就嵌入 Google 

AdManager代码，以后的修改、管理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完成，

包括定期投放、广告轮播等都可以轻松实现。 

对于广告更换频繁的网站来说，使用一套合适的广告管理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考虑使用 Google广告管理系统或者百度广告管理系统，都是免费注册的。 

5.4.4  应用直接广告提高网站收入 

以下一些办法可以考虑用于提高网站收入。 

� 如果网站有相当的流量和业内知名度，可以考虑主要使用直接广告

来提高网站收入，甚至不放置 AdSense或者其他广告联盟的广告。 

� 如果曾经因为作弊在 Google AdSense遭到封号的话，可以选择直

接广告来重新开始，但注意一定不能作弊。 

� 根据网站的主题以及浏览者的类型，可以联系合适的广告主，有

可能获得比 AdSense更高的 eCPM。 

� 在点击率最高的位置放置 AdSense广告，而在顶部 Banner等点击

率不是最高的地方可以放置直接广告作为补充。 

无论是自己主动找厂商来投放广告，还是厂商主动找网站来投放广告，网站的

实力是最重要的，需要在流量、口碑上做长期的积累。 

诀窍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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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增值服务 

5.5.1  广告以外的增值服务 

前面谈的都是网站通过放置各种广告来获得收入，其实可以看一看网

站上投放的各式各样广告，这些广告主愿意花钱吸引有价值的流量都是有

原因的，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流量获得比投放广告的花费更多的收入，这些收

入往往都不是广告，而是另外的收费方式，这些收费方式也可以由广告发布

网站来考虑采用，也可能使用这些办法可以比放置广告得到更多的收入。 

通过以下一些增值服务也可以获得收入。 

� 电子商务：通过在自己网站上销售商品及服务来获得收入，例如

在查询长途电话区号的网站上自己销售长途电话卡。 

� 收费会员：给予付费的网站会员更多的权限和服务项目，例如需

要付费才能进行下载、查看详细资料、发布信息。 

� 中介收费：提供网上买卖双方的交易平台，收取中介费用，例如

加盟创业网站、威客竞标网站。 

� 移动收费：提供的服务通过手机运营商代收费方式获得收入，例

如图片铃声下载、短信增值服务等。 

� 建站收费：通过自己的网站发布网站建设、宣传推广、搜索优化

等服务项目，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 

5.5.2  应用增值服务提高网站收入 

以下一些办法可以考虑用于提高网站收入。 

� 如果网站有相当的流量和用户忠诚度，可以考虑主要使用收费会

员制来提高网站收入，甚至不放置 AdSense 或者其他广告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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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如果曾经因为作弊在 Google AdSense遭到封号的话，可以选择做

增值服务来重新开始，但注意一定不能作弊。 

� 根据网站的主题以及浏览者的类型，可以提供销售产品，有可能

获得比 AdSense更高的 eCPM。 

� 在点击率最高的位置放置 AdSense广告，而在顶部 Banner等点击

率不是最高的地方可以放置增值服务信息作为补充。 

以前如果需要销售商品的话比较麻烦，现在使用阿里妈妈淘宝客以及其他一些

网站联盟提供的网店系统，可以很简单地生成一套产品销售系统。 

5.6  内部广告 

5.6.1  站内广告 

我们可以从大型网站上看到一些广告位除了放置外部广告以外也可以

放置网站内部的广告，这样可以起到以下几个作用。 

� 吸引网民流量更多站内网页。 

� 增加网站页面浏览数。 

� 强调网站重点推荐信息。 

� 宣传附加值高的服务项目。 

例如在图 5-5中，页面左侧和中部放置的是 Google AdSense广告，而

右侧放置的是站内广告。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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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屏幕右侧的网站内部广告可以吸引网友浏览站内更多页面 

5.6.2  站间广告 

如果您有多个网站的话，还可以在各个网站之间互相放置链接，做站

间广告，有以下好处。 

� 为网友提供更多关联服务。 

� 提高目标网站的浏览量。 

� 提高目标页面的 Google PR值。 

例如在图 5-6的右侧，上面的“热点新闻”是站内广告，而下面的“问

答集锦”则是站间广告，指向另外一个网站“问版主问答网站”中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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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屏幕右侧下方的站间广告，为关联网站带去流量 

5.6.3  运用内部广告提高网站收入 

可以采用以下内部广告的方式来提高网站收入。 

� 增加网站浏览量，从而增加广告展示次数及收入。 

� 将用户引导到广告收入高的页面来增加网站收入。 

� 将用户引导到收费服务、产品销售等页面。 

� 在广告点击率高的位置放置 AdSense 广告，而在点击率低的位置

放置内部广告作为补充。 

我所在公司的网站，通过放置吸引人的内部链接，让每位浏览者从平均浏览不

到 2页提高到 4页，在展示页面数量翻番的同时AdSense收入也同正比实现了翻番。 

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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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内部广告的投放及管理 

一个成熟的网站往往会使用比较多的内部广告，可以采取 Google 

AdManager来管理内部广告的投放，其优势介绍如下。 

� 一次性对网站广告位进行设置后，方便以后投放各种广告，包括内部

广告。 

� Google AdManager中有专门的“内部广告”选项，进行了预先的特

征设置。 

� 方便内部广告内容修改、投放时间管理、投放地域管理、与外部

广告的切换。 

� 可以为内部广告设置 eCPM，与包括AdSense在内的其他外部广告竞

价投放。 

如图 5-7所示是一个Google AdManager中内部广告项设置的界面例子。 

 
图 5-7  通过 Google AdManager发布和管理网站内部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