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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程序——⼴告形态介绍
⼩程序提供了哪些⼴告能⼒？产品形态和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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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形态介绍 ·�⼩程序⼴告组件 - Banner⼴告

⼴告位置：

可⾃定义⼴告展⽰位置，在页⾯内容中插，或置于页⾯底部较为常见

⼴告形态：

·�可能会展⽰的素材有2个规格，纯图⽚长图样式或三⼩图+⽂案样式，

具体出现哪种规格由系统决定

·�点击banner区域将跳转⼴告落地页：⾃定义H5页⾯、APP下载页或

其他⼩程序/⼩游戏

计费⽅式：

·�按⼴告点击次数计费

Banner中插 Banner在底部



⼴告形态介绍 ·�⼩程序⼴告组件 - 激励视频⼴告

⽤户在⼩程序中主动触发激励式视频⼴告，并达成奖励下发标准（完整观看视频或⾄少观看15s视频⼴告），即可获得该⼩程序下发的奖励

⼴告触发场景与奖励内容均⽀持⼩游戏开发者⾃定义



⼴告形态介绍 ·�⼩程序⼴告组件 –翻页⼴告（仅⽀持阅读类⼩程序）

⼴告位置：

由开发者预留⼴告位，并提供曝光时机

⼀般置于阅读类⼩程序的两个章节中插独⽴空⽩页⾯，展⽰⼀次翻页⼴告

⼴告形态：

·�⼤图⽂样式，图⽚+⽂案+按钮

·�点击翻页⼴告区域将跳转⼴告落地页：⾃定义H5页⾯、APP下载页或其他⼩程序/⼩游戏

（点击⼴告区域以外部分，为正常翻页操作）

计费⽅式：

·�按⼴告点击次数计费



⼴告形态介绍 ·�⼩程序⼴告组件 –卡⽚⼴告

⼴告位置：

由开发者预留⼴告位，并提供曝光时机，⼀般可设置在⼩程序内容页中的空⽩位置

⼴告形态：

·�⼤图⽂样式，图⽚+⽂案+按钮

·�点击卡⽚⼴告区域将跳转⼴告落地页：⾃定义H5页⾯、APP下载页或其他⼩程序/⼩游戏

计费⽅式：

·�按⼴告点击次数计费



⼴告形态介绍 ·�⼩程序⼴告组件 – feeds⼴告

⼴告位置：

·�由开发者预留⼴告位，并提供曝光时机，通常当⼩程序为纯信息流页⾯时使⽤

·�开发者可⾃定义⼴告位左上⾓位置（left，top）

·�⼴告位展⽰的默认尺⼨为：⾼度184px，宽度按照屏幕尺⼨，两侧留25px间距⾃适应。实际展⽰

的宽和⾼均可由开发者在设计稿允许的范围内⾃定义设置

⼴告形态：

·�左图右⽂结构，更适合内容型信息流场景

·�点击feeds⼴告区域将跳转⼴告落地页：⾃定义H5页⾯、APP下载页或其他⼩程序/⼩游戏

计费⽅式：

·�按⼴告点击次数计费



⼴告形态介绍 ·�⼩程序/⼩游戏⼴告组件 –盒⼦⼴告（新）

⼴告位置：

·�由开发者预留⼴告位，并提供曝光时机。开发者⾃定义⼴告位外部icon的

样式、⼤⼩，建议与整体UI风格⼀致（图中⽰例为⼿柄样式）

·注意：当检测到⽆⼴告返回时，外部icon需设置为隐藏；⼩程序每个页⾯

可展⽰⼀个盒⼦⼴告位，⼩游戏⽬前全局只能展⽰⼀个盒⼦⼴告位

⼴告形态：

· ⽤户主动点击触发，触发后通过浮层显⽰1~9个⼩程序/⼩游戏的icon

·�点击icon可跳转到对应⼩程序/⼩游戏，点击右上⾓的关闭按钮，⼴告位

收起，⼴告隐藏

计费⽅式：

· 按⼴告点击次数计费（盒⼦浮层展开后，显⽰ N个icon，则记为 N次⼴

告曝光；⽤户点击其中⼀个icon，则记为⼀次⼴告点击）



⼴告形态介绍 ·�⼩游戏⼴告组件 - Banner⼴告

⼴告位置：

可⾃定义⼴告展⽰位置，置于游戏页⾯底部较为常见

⼴告形态：

·�⼴告外层banner⼴告素材+带按钮的⼴告边框样式，⼴告素材有多个

尺⼨，有纯图⽚样式或图⽚+⽂案样式

·�点击外层图⽚或按钮将跳转指定落地页：⾃定义H5页⾯、APP下载页、

或其他⼩程序/⼩游戏

*⽬前已⽀持on�Resize接⼝能⼒和动态调整尺⼨

计费⽅式：

·�按⼴告点击次数计费

横屏游戏banner⽰例 竖屏游戏banner⽰例



⼴告形态介绍 ·�⼩游戏⼴告组件 - 激励视频⼴告

⽤户在⼩游戏中主动触发激励式视频⼴告，并达成奖励下发标准（完整观看视频或⾄少观看15s视频⼴告），即可获得该⼩游戏下发的奖励

⼴告触发场景与奖励内容均⽀持⼩游戏开发者⾃定义



基础介绍 ·�⼩程序/⼩游戏⼴告组件 - 激励视频⼴告

⼴告形态：

· ⼴告视频<15s，提⽰看完视频才有奖励 (倒计时总时长为视频实际时长)

· ⼴告视频≥15s，提⽰⾄少看完15s才有奖励 (倒计时总时长为15s)

*�奖励时长延长⾄30s正在⼩流量实验中，后续奖励时长可能根据实验结果调整

· 视频⼴告素材包含横屏和竖屏两种样式

· 点击⼴告主头像、⼴告⽂案&按钮区域将跳转指定落地页：⾃定义H5页⾯、

APP下载页或其他⼩程序/⼩游戏

播放逻辑：

· 视频开始播放后，下⽅出现⼴告卡⽚，点击可跳转⼴告落地页

· 视频播放过程中，⽤户可随时关闭⼴告，获取奖励条件如上介绍

计费⽅式：

·�按视频曝光次数计费（播放时长1s 即记⼀次曝光）横屏视频播放⽰例 视频播放完成后⽰例



QQ⼩程序接⼊⼴告操作指引
开发者如何开通⼩程序⼴告组件？如何插⼊⼴告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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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引 ·�流程⽰意

1 2 3 4 5

开通接⼊⼴告功能

在管理端申请“接⼊⼴告”

创建⼴告位

多个⼴告位需要

分别创建

获取代码

获取⼴告位的

代码⽚段

嵌⼊代码

嵌⼊代码⽚段

到⽬标位置

⼴告组件调⽤

参照接⼝⽂档

按需求调⽤



操作指引 ·�开通接⼊⼴告功能

⼴告点击左侧导航栏 “接⼊⼴告”进⼊专属模块：

-尚未接⼊⼴告的开发者，系统会判断是否符合准⼊规则

-符合准⼊规则的开发者，⾸次接⼊需先同意⼴告展⽰服务协议，

并填写确认收款账户信息

-已经有⼴告接⼊的开发者，可以直接进⾏⼴告位管理等操作

流量主准⼊判定：

从19年7⽉23⽇（⼩程序/游戏开放注册当⽇）数据起算，

DAU峰值>200，即可开通⼴告能⼒



操作指引 ·�创建Banner⼴告

⼩程序管理后台 -接⼊⼴告 – 添加⼴告位

⼩程序/⼩游戏均可创建Banner⼴告

获取⼴告位对应代码，粘贴到⼩程序/⼩游戏代码中

*接⼝⽂档见后页

1

2

3

Banner⼴告创建步骤：



操作指引 ·�Banner⼴告-获取代码

获取⼴告位代码⽚段
系统将⽣产⼴告位的代码⽚段，点击“复制代码”即可复制取⽤

⼩程序banner代码⽰例

⼩游戏banner代码⽰例

1

2 查看Banner⼴告接⼝⽂档：

⼩游戏Banner

https://q.qq.com/wiki/develop/game/API/ad/qq.createBannerAd.html

⼩程序Banner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component/open-ability/ad.html

https://q.qq.com/wiki/develop/game/API/ad/qq.createBannerAd.html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component/open-ability/ad.html


操作指引 ·�创建激励视频⼴告

⼩程序管理后台 -接⼊⼴告 - 添加⼴告位

⼩程序/⼩游戏均可创建激励视频⼴告

获取⼴告位对应代码，粘贴到⼩程序/⼩游戏代码中

*接⼝⽂档见后页

1

2

3

激励视频⼴告创建步骤：



组件实例化

调用组件实例load接口加载广告

监听广告是否加载成功

展现广告入口

流量主调用实例show接口展现广告

流量主监听广告是否关闭：
广告关闭、且视频播放完毕，可下发奖励

是

操作指引 ·�激励视频⼴告-获取代码

查看激励视频⼴告接⼝⽂档：

⼩程序激励视频：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API/

ad/qq.createRewardedVideoAd.html

⼩游戏激励视频：

https://q.qq.com/wiki/develop/game/API/ad/qq.c

reateRewardedVideoAd.html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API/ad/qq.createRewardedVideoAd.html
https://q.qq.com/wiki/develop/game/API/ad/qq.createRewardedVideoAd.html


操作指引 ·�创建⼩程序翻页⼴告/卡⽚⼴告/feeds⼴告

⼩程序管理后台 -接⼊⼴告 – 添加⼴告位

仅⼩程序可创建翻页⼴告/卡⽚⼴告/feeds⼴告

且仅阅读类⼩程序可创建翻页⼴告

获取⼴告位对应代码，粘贴到⼩程序/⼩游戏代码中

*接⼝⽂档见后页

1

2

3

翻页⼴告/卡⽚⼴告/feeds⼴告创建步骤：



操作指引 · ⼩程序翻页⼴告/卡⽚⼴告/feeds⼴告-获取代码

阅读类⼩程序翻页⼴告代码⽰例 ⼩程序卡⽚⼴告代码⽰例

获取⼴告位代码⽚段
系统将⽣产⼴告位的代码⽚段，点击“复制代码”即可复制取⽤

1

2
查看⼴告接⼝⽂档：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component/open-ability/ad.html

⼩程序feeds⼴告代码⽰例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component/open-ability/ad.html


操作指引 ·�创建盒⼦⼴告（新）

⼩程序管理后台 -接⼊⼴告 - 添加⼴告位

⼩程序/⼩游戏均可创建盒⼦⼴告

获取⼴告位对应代码，粘贴到⼩程序/⼩游戏代码中

*接⼝⽂档见后页

1

2

3

盒⼦⼴告创建步骤：



组件实例化

调用组件实例load接口加载广告

广告是否加载成功

展现广告入口

流量主调用实例show接口展现广告

流量主监听广告是否关闭

是

操作指引 ·�盒⼦⼴告-获取代码（新）

查看激励视频⼴告接⼝⽂档：

⼩程序盒⼦⼴告：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API/

ad/AppBox.html

⼩游戏盒⼦⼴告：

https://q.qq.com/wiki/develop/game/API/ad/App

Box.html

https://q.qq.com/wiki/develop/miniprogram/API/ad/AppBox.html
https://q.qq.com/wiki/develop/game/API/ad/AppBox.html


操作指引 ·�Banner⼴告适⽤场景

u ⽂章页/详情页 or�游戏开始页底部

建议于⽂章结束后/详情页/游戏开始页的底部插⼊

⼴告，以保证流畅的阅读体验或完整的游戏体验

u 信息流场景

建议于两条信息之间，最⼩化

对⽤户浏览体验的⼲扰

u 游戏结束/签到/领奖页

建议置于不影响游戏进程的页⾯底部or空⽩处



操作指引 ·�激励视频⼴告适⽤场景

u固定奖励加乘场景

游戏或⼩程序签到积分加倍 /�阶段

性成果奖励加乘 /�额外抽奖机会等

u稀缺资源激励场景

珍贵道具或福利抽奖机会 /�特殊游

戏装备或⼩程序功能限时体验等

u阻断式价值互换场景

⼩程序功能体验 /付费内容解锁等，

游戏复活/�线索提⽰/�体⼒恢复/关卡解锁等

阅读类⼩程序章节解锁 游戏复活



操作指引 ·�⼩程序翻页/卡⽚/feeds⼴告位适⽤场景

u 阅读类⼩程序场景
建议于章节中插独⽴空⽩页⾯

翻页⼴告（仅⽀持阅读类⼩程序）

u 阅读⽂字场景
建议于阅读⽂字结束后的空⽩页⾯

插⼊⼴告，以保证流畅的阅读体验

u ⼩程序其他界⾯
建议于⼩程序内信息较少的页⾯插⼊⼴

告，最⼩化对⽤户浏览体验的⼲扰

卡⽚⼴告 feeds⼴告

u 信息流场景
建议于两条信息之间，

最⼩化对⽤户浏览体验的⼲扰



操作指引 ·�盒⼦⼴告适⽤场景（新）

u ⼩游戏开始页

游戏开始页加⼊盒⼦⼴告，

充分利⽤最⼤流量场景

u ⼩程序⾸页

建议于⾸页加⼊盒⼦⼴告，

充分利⽤最⼤流量场景

u ⼩程序服务结束页

如测试结果、图⽚⽣成完

毕，⽤户可能离开的页⾯

u ⼩程序服务聚合页

在提供多种服务的场景，可

以把盒⼦⼴告作为其中之⼀



IDE⽀持⼴告组件接⼊预览与调试
开发者如何在模拟器 或 移动端体验⼴告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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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持⼴告组件接⼊预览与调试（新）
由 https://q.qq.com/wiki/ 进⼊开发者⽂档页⾯，下载开发者⼯具Stable版

https://q.qq.com/wiki/


在IDE调试器增加⼴告代码后，模拟器区域（开发者⼯具左侧页⾯）可模拟⼴告展⽰效果。

点击顶部【预览】按钮，即出现⼆维码，使⽤⼿机扫码即可在移动端体验⼴告展⽰-点击-查看落地页-回到原页⾯的全流程。



⼴告数据查看&分成结算政策
开发者如何查看⼴告数据？⼴告收⼊分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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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数据查看 进⼊⼩程序管理后台-⼴告接⼊页⾯-⼴告数据页⾯，即可查看分成前⼴告数据。

数据包含：

1.昨⽇关键数据；

2.曝光量等指标最近xx天折线图；

3.分⼴告位⽇数据明细

此筛选器与下⽅⽇数据明细共⽤



流量主分成结算政策
⼴告分成中：单⽇⼴告收⼊流⽔50万元以内（含）的部分，开发者可获其中50%；

单⽇⼴告收⼊流⽔超过50万元的部分，开发者可获30%,�并可额外获赠50W以上部分的20%⼴告虚拟⾦返还。

（⼴告虚拟⾦使⽤规则等，待系统改造⽀持后会统⼀发⽂。）

举例：

如某游戏⽇流⽔50万，则其当⽇分成收⼊=50万*50%=25万

如某游戏⽇流⽔100万，则其当⽇收⼊=50万*50%+(100万-50万）*30%=25万+15万=40万。额外获得⼴告投放虚拟⾦=（100万-50万）*20%=10万

我要推⼴——额外获得的⼴告投放虚拟⾦使⽤：

进⼊我要推⼴页⾯，点击页⾯头部我要推⼴按钮，即可跳转⾄e.qq.com进⾏⼴告投放，投放流程详细指引可查看⼴告推⼴指引⽂档

e.qq.com
https://b3df004902b1f088f930488106047e85.dlied1.cdntips.com/dlied1.qq.com/qzone/miniprogram/QQ%E5%B0%8F%E7%A8%8B%E5%BA%8F%E5%B9%BF%E5%91%8A%E6%8A%95%E6%94%BE%E6%8C%87%E5%8D%97.pdf?mkey=5d15fb770e1130d1&f=1ea3&cip=14.17.22.36&proto=https


收益账单模块（新）

本模块已经上线，开发者可在管理后台直接查看⼴告累计收益与分⽉账单，并对7⽉之前的账单进⾏结算。

已上线

点击可看查看结算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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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主FAQ�·�基础答疑

u暂停所有或某个⼴告位的播放，需要删除代码吗？

不需要，只需要通过“接⼊⼴告”模块，⼴告位管理页⾯，操作变更“⼴告位状态”⾄关闭即可。

u嵌⼊⼴告位⼀定会有⼴告展⽰吗？

⼴告投放时设置了⼈群定向，系统会为⽤户匹配当前最适合的⼴告进⾏展⽰，若当前⽆适合该⽤户的⼴告，则不会展⽰⼴告。

u 添加的⼴告位越多，能获得的⼴告收⼊就越多吗？

1、并不是，⼴告收⼊和产品体验需要平衡才利于发展。为保证您产品本⾝的优质体验，请务必合理添加⼴告位。

2、Banner⼴告按点击收费，激励视频⼴告按曝光收费，都需要在合适的场景和设计下，吸引⽤户主动了解⼴告才会产⽣收⼊。

u⼴告收⼊如何提现？

我们将在管理端已上线结算模块，届时可按⽉纬度，查询⾃⼰的⽉结账单和结算情况。

u可以使⽤⼿机预览⼴告效果吗？

可以，⽬前IDE⽀持⼴告组件接⼊预览与调试能⼒已完善，具体操作流程请参照P29-P30.



流量主FAQ�·�接⼊流程常见问题

u如何获取接⼊⼴告权限？⼴告接⼊审核失败？

从19年7⽉23⽇（⼩程序/游戏开放注册当⽇）数据起算，DAU峰值>200，即可开通⼴告能⼒。

⼩程序资质信息错误可能导致⼴告接⼊审核失败，请保证⼩程序资质认证时填写的均为正确信息，再进⾏⼴告资质接⼊申请。

u⼩程序与⼩游戏分别可创建哪⼏种类型的⼴告？

1、⼩程序⼴告包含：Banner⼴告、激励视频⼴告、翻页⼴告（仅⽀持阅读类⼩程序）、卡⽚⼴告、feeds⼴告和盒⼦⼴告；

2、⼩游戏⼴告包含：Banner⼴告、激励视频⼴告和盒⼦⼴告。

u 已经接⼊了⼴告，但是没有展⽰，怎样排查？

1、请⾸先确认已经按照接⼝⽂档接⼊⼴告位，并且调⽤了show展⽰（激励视频⼴告ios端还需要先调⽤load）；

2、确认设定的尺⼨（主要是宽度）在合理范围内（没有误填写为负数，没有设置超出屏幕的尺⼨等）

u 已经接⼊了Banner⼴告和激励视频⼴告，再接⼊卡⽚⼴告等新⼴告位，还需要开通对应权限吗？

不需要，开发者开通⼴告接⼊权限后，即可直接添加⼩程序或⼩游戏相对应的所有（包含新增）⼴告位，⽆需单独开通。



邮箱：qq-miniprogram@tencent.com

QQ⼩程序/⼩游戏

——是⼀个开放⽽充满想象的平台

mailto:qq-miniprogram@tenc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