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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PC浏览器 



360PC浏览器-360画报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1024K 
PNG/JPG 

视频（选传）： 
1920x1080， MP4 

大小10M内 
 
 

触发机制： 
进入定时休息后弹出 

有频次限制 
 

流量范围：约1亿 



360PC浏览器-浏览器调活提示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200K 
PNG/JPG/JPEG/GIF,

MP4 
 
 

触发机制： 
媒体控制弹出机制，用户
浏览器在线。有频次限制  
展现位置：屏幕右下角 

流量范围：约1亿 



360PC浏览器-热点新闻弹窗皮肤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23, 
<300K，png 

 
全屏视频（选传）： 

900x810，MP4，大小
2M以内，长度5秒以内 

 
全屏大图（选传） ： 

900x810， JPG，大小
500K以内 

 
触发机制： 

随热点新闻mini页弹出，
有频次限制，按照间隔时
间弹出 

流量范围：约6500万 



360PC浏览器-亮屏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200K，JPG/GIF 

 
视频（选传）： 

320x402,720x1280,5
00x500 

MP4，大小5M内，长度
40秒以内 

 
触发机制： 

媒体控制弹出机制，按时
间段弹出，有频次限制。 
展现位置：屏幕右下角 
 

流量范围：约6000~9000万 



360PC浏览器-浏览器今日首发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500x500, <1024K 
JPG/PNG/GIF 
视频（选传）： 

500x500,720x1280 
MP4，大小1M以内，长

度15秒以内 
 

触发机制： 
媒体控制弹出机制，按时
间段弹出，有频次限制 



360PC浏览器-浏览器每日关注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320, 

<200K，
PNG/JPG/JPEG 

 
视频（选传）： 

320x320,500x500 
MP4，大小5M以内，长

度40秒以内 
 

触发机制： 
按照配置时段弹出,有频
次限制 

流量范围：约6000万 



360PC浏览器-360画报屏保原生内容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1024K 
PNG/JPG 

 
触发机制： 

进入定时休息后弹出,支
持扫码，不可点击跳转落
地页，落地页设置无效；
每5帧出现一次； 
备注：支持扫码，不可点
击跳转落地页 
 

流量范围：约1亿 



360PC浏览器-浏览器电商场景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GIF，
<200K 

视频（选传）： 
320x402, 500x500 

MP4，大小5M内，长度
40秒以内 

 
触发机制： 

基于电商网页内容关闭时
机触发广告，有频次限制 

流量范围：约200万 



360PC浏览器-浏览器游戏场景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GIF，
<200K 

视频（选传）： 
320x402, 500x500 

MP4，大小5M内，长度
40秒以内 

 
触发机制： 

基于游戏网页内容关闭时
机触发广告，有频次限制 

流量范围：约1000万 



360PC浏览器-浏览器金融场景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GIF，
<200K 

视频（选传）： 
320x402, 500x500 

MP4，大小5M内，长度
40秒以内 

 
触发机制： 

基于金融网页内容关闭时
机触发广告，有频次限制 



360PC浏览器-浏览器教育场景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GIF，
<200K 

视频（选传）： 
320x402, 500x500 

MP4，大小5M内，长度
40秒以内 

 
触发机制： 

基于教育网页内容关闭时
机触发广告，有频次限制 



360PC浏览器-浏览器智能推荐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GIF，
<200K 

 
触发机制： 

每个用户一天最多展现一
次，按时段弹出（弹出时
段不固定，由媒体云端控
制） 



360PC浏览器-PC浏览器任务栏消息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400x242 

 PNG/JPG/JPEG/GIF，
<200K 

 
触发机制： 

安全浏览器启动状态下，
指定时间点，推送系统任
务栏消息广告 



360PC浏览器-360画报屏保小窗闪推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74x210 

 JPG/PNG，<200K 
 

触发机制： 
进入定时休息后弹出；每
次触发屏保仅请求一次，
广告帧（屏保大图）和内
容帧（屏保原生内容）之
外的壁纸帧展现，默认展
现广告标题文字链，鼠标
hover后展现图片素材，
hover文字链后图片需展
现1s才会产生扣费 

流量范围：约2500万 



360PC浏览器-热点新闻弹窗-推荐Tab 图右1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80x274, <100K 
JPG/JPEG/PNG/GIF 

 
 

触发机制： 
热点新闻弹窗弹出时请求
广告 

流量范围：约9000万 



360安全卫士 



360安全卫士-安全卫士健康助手屏保界面 

创意尺寸及格式： 
背景大图: 1920x1080, 

<800K，PNG/JPG/JPEG 
视频（选传）： 
a、全屏视频 1920x1080 
MP4，大小10M以内，长度
40秒以内；    
b、小窗视频 1280x720 
MP4，大小3M以内，长度
40秒以内；（需上传视频封
面） 
c、视频封面（小窗视频必
传）：PNG/JPG，大小
500K以内1280x720 

 
触发机制： 

进入定时休息后弹出 

流量范围：约1亿 



360安全卫士-安全卫士健康助手屏保原生内容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1024K 
PNG/JPG/JPEG 

 
触发机制： 

用户进入健康助手屏保后
在第五帧展现，之后相隔
4帧循环展现； 
备注：支持扫码，不可点
击跳转落地页 

流量范围：约1亿 



360安全卫士-开机小助手-全屏版-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JPG/PNG，<400K 
支持同时投放2-6套创意 

 
触发机制： 
开机后弹出 

流量范围：约9000万 



360安全卫士-安全卫士万能提示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JPG/PNG，<2000K 
支持同时投放2-6套创意 

 
触发机制： 

根据配置时段自动弹出，
在媒体的指定时间点弹出 

流量范围：约8000万 



360安全卫士-每日趣玩趣玩tab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648x184, 

<200K，
PNG/JPG/JPEG 

 
触发机制： 

开机1分钟后弹出 

流量范围：约8000万 



360安全卫士-卫士未关机关怀提示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JPG/JPEG/PNG/GIF，
<200K 

支持同时投放2-6套创意 
 

触发机制： 
开机6小时内未关机会自

动弹出广告 

流量范围：约3000万 



360安全卫士-安全卫士桌面头条开屏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50x620, 

<100K， 
PNG/JPG/JPEG/GIF 

 
触发机制： 

进入桌面头条后展现；2
小时内重复主动进入则不
展示广告，每个用户一天

展现一次 

流量范围：约100万 



360安全卫士-安全卫士健康屏保小窗闪推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74x210 

 JPG/PNG，<200K 
 

触发机制： 
进入定时休息后弹出；每
次触发屏保仅请求一次，
广告帧（屏保大图）之外
的壁纸帧展现，默认展现
广告标题文字链，鼠标
hover后展现图片素材，
hover文字链后图片需展
现1s才会产生扣费 

流量范围：约2500万 



360导航 



360导航-导航首页默认开屏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04x360 
 PNG，<250K 

支持同时投放2-6套创意 
 

触发机制： 
打开导航页面弹出广告； 
倒计时自然结束或者直接
点击关闭按钮，均直接关

闭，不可重播 

流量范围：约1亿 



360导航-导航好游快爆CUBE（原导航首页CUBE固定第六位） 

创意尺寸及格式： 
视频封面图: 368x155 
  PNG/JPG/JPEG，

<500K 
视频文件：368x156 
MP4， < 10M，长度

30秒以内 
配图：116x90 

PNG/JPG/JPEG，
<500K 

 
触发机制： 

导航首页cube区展示，

根据用户行为个性化推荐，

不固定展示顺位，默认展

示大图视频，下方三小图

(非视频)需手动点击展开 

流量范围：约4000万 



站内其他资源 



站内其他-360快资讯-快资讯内容详情页开屏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04x360 

  PNG/JPG/JPEG/GIF，
<400K 

 
触发机制： 

一跳进入快资讯详情页（图
文、图集、视频），触发广
告弹出，每个cookie每周3
次； 
点击关闭按钮直接关闭，不
可重播；如果是倒计时自然
结束则缩放至左下角，可重
播 

流量范围：约2000万 



站内其他-360快资讯-快资讯详情页左侧流透视窗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68x610 

  PNG/JPG/JPEG/GIF，
<200K 

 
触发机制： 

进入内容详情页后发起请求，
左侧流第5位展现该广告 

流量范围：约1200万 



站内其他-360搜索-搜索首页默认开屏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04x360 
 PNG，<250K 

 
触发机制： 

打开搜索页面时展示，倒
计时10s，点击关闭按钮
直接关闭，不可重播；如
果是倒计时自然结束则缩
放至左下角，可重播 

流量范围：约400万 



站内其他-影视频道-电影频道焦点图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790x520 

 PNG/JPG/JPEG，
<200K 

 
触发机制： 

当用户进行到影视综艺页
面，请求PMP广告进行
展示，广告默认展示8秒
钟，右上方有8秒倒计时，
可选择点击关闭按钮关闭
广告 

流量范围：约100万 



联盟精选 



联盟精选-鲁大师媒体页_鲁大师电脑屏保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GIF，
<1024K 

 
触发机制： 

用户无操作启动屏保，展现
壁纸广告，用户手动点击下
一张，每20张展现一次广
告，同时用户重新唤起屏幕，
展现广告 

流量范围：约3000万 



联盟精选-东方头条端_万能压缩桌面屏保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进入锁屏状态后第30s切换
至广告展示；进入屏保状态
后，仅加载一条广告用于展
示，期间不会有多条广告切
换 

流量范围：约1000万 



联盟精选-东方头条端_BD万能压缩桌面屏保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进入锁屏状态后第30s切换
至广告展示；进入屏保状态
后，仅加载一条广告用于展
示，期间不会有多条广告切
换 

流量范围：约500万 



联盟精选-东方头条端_XS万能压缩桌面屏保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进入锁屏状态后第30s切换
至广告展示；进入屏保状态
后，仅加载一条广告用于展
示，期间不会有多条广告切
换 

流量范围：约500万 



联盟精选-7654联盟_7654-全屏壁纸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用户五分钟无操作启动屏保，
展现壁纸广告 

流量范围：约2000万 



联盟精选-uu114_导航主站-毒霸开屏PMP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04x360 

  PNG/JPG/JPEG，
<300K 

上边缘为内弧形,禁止上传
矩形素材 

 
 

 
触发机制： 

用户首次打开导航时展现 
一天一次 

流量范围：约600万 



联盟精选-鲁大师_360鲁大师新闻弹窗皮肤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30 
  PNG，<250K 

 
触发机制： 

新闻页弹出时展示 

流量范围：约3500万 



联盟精选-鲁大师_360鲁大师迷你页皮肤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23 
  PNG，<300K 

 
触发机制： 

mini页弹出时展示 

流量范围：约1600万 



联盟精选-鲁大师迷你页_鲁大师-开机小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
<300K 

 
触发机制： 

安装鲁大师客户端的用户开
机时展现，手动关闭，一天
一次 

流量范围：约1500万 



联盟精选-新鲜事弹窗_Flash新闻迷你页皮肤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23 
  PNG，<300K 

 
触发机制： 

新闻页弹出时展示 

流量范围：约1亿 



联盟精选-毒霸网址大全_DB主站-毒霸开屏PMP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上边缘为内弧形,禁止上传
矩形素材 

 
 

触发机制： 
用户首次打开导航展现 

一天一次 

流量范围：约680万 



联盟精选-6789压缩软件_闪压缩屏保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1. 进入锁屏状态后第10s
切换至广告展示； 
2. 进入屏保状态后，仅加
载一条广告用于展示，期间
不会有多条广告切换； 
3. 壁纸的切换依赖用户主
动触发。用户切换壁纸时，
如在广告展示之前，则会重
新计算10s而后再展示广告。
如在广告展示之后，则本次
屏保状态不会再有广告展示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2345加速浏览器_2345迷你页皮肤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23 

  PNG/JPG/JPEG，
<300K 

 
触发机制： 

2345浏览器用户开机时弹 
一天一次 

流量范围：约2600万 



联盟精选-2345加速浏览器_2345安全卫士-开机小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
<300K 

 
触发机制： 

2345安全卫士用户开机时
弹出，隔12小时会弹待机
弹窗，一天最多两次 

流量范围：约500万 



联盟精选-2345加速浏览器_2345桌面屏保壁纸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GIF，
<1024K 

 
触发机制： 

进入屏保模式后展现壁纸广
告，一共4帧轮播，第二帧
为广告；广告帧展现20s，
非广告帧展现10s 

流量范围：约1000万 



联盟精选-小鸟壁纸官网_小鸟壁纸锁屏广告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GIF，
<1024K 

 
触发机制： 

用户无操作后启动屏保，展
现壁纸广告。用户手动点击
下一张，每十张展现一次广
告，同时用户重新唤起屏幕，
展现广告 

流量范围：约5000万 



联盟精选-WinNote官网_WinNote屏保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电脑无操作3分钟进入锁屏
模式(全屏模式除外)；进入
锁屏后先展示壁纸图片，壁
纸图片展示5s后切换至广告。
如果用户切换壁纸，则重新
计算5s再切换至广告。 

流量范围：约300万 



联盟精选-火蜂精灵模拟器官网_火蜂精灵迷你页皮肤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23 

  PNG/JPG/JPEG/GIF，
<300K 

 
触发机制： 

火蜂精灵模拟器用户开机弹，
在13点到18点、19点到23
点分别増弹一次，一天三次 

流量范围：约600万 



联盟精选-火蜂精灵模拟器官网_火蜂精灵PC开机小助手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320x402 

  PNG/JPG/JPEG/GIF，
<300K 

 
触发机制： 

火蜂精灵模拟器用户开机弹，
一天一次 

流量范围：约500万 



联盟精选-火蜂精灵模拟器官网_火蜂壁纸锁屏广告2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GIF，
<1024K 

 
触发机制： 

电脑无操作5分钟进入锁屏
模式(全屏模式除外); 
锁屏模式启动30s后展示锁
屏广告，此时若已黑屏，操
作鼠标或者键盘点亮屏幕，
同时切换到壁纸图片（非广
告），点击屏幕或Esc退出
锁屏 

流量范围：约1000万 



联盟精选-迷你看图王_迷你看图王屏保壁纸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进入锁屏状态后第10s切换
至广告展示，此后除非用户
主动干预，否则一直展示广
告帧直至退出屏保状态；进
入屏保状态后，仅加载一条
广告用于展示，期间不会有
多条广告切换；用户点击切
换壁纸时，如在广告展示之
前，则会重新计算10s而后
再展示广告，如在广告展示
之后，则本次屏保状态不会
再有广告展示 

流量范围：约300万 



联盟精选-新闻迷你页_元气壁纸-全屏壁纸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用户自己可配置锁屏时间，
按照配置时间每x分钟无操
作后进入锁屏，按照配置的
广告展示帧数（如2/4/6/8）
自动切换或手动切换到对应
广告帧时，展示广告 

流量范围：约500万 



联盟精选-火蜂精灵模拟器官网_火蜂精灵下展式迷你页皮肤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900x223 
大图：900x810 

PNG/JPG/JPEG，
<300K 

 
触发机制： 

根据后台配置的时间段随机
弹出，同一个链接一个用户
只展示一次；皮肤大图展示
5秒后向上收起，展示资讯
页+皮肤广告小图 

流量范围：约300万 



联盟精选-新闻头条_爱记事屏保广告位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进入锁屏状态后第20s切换
至广告展示，此后除非用户
主动干预，否则一直展示广
告帧直至退出屏保状态； 
进入屏保状态后，仅加载一
条广告用于展示，期间不会
有多条广告切换。进入屏保
状态后，除第20s时间点以
外，壁纸不会自动切换。壁
纸的切换依赖用户主动触发 

流量范围：约30万 



联盟精选-风云PDF转化器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广告在第二帧（第一帧
停留15秒，第二帧停留45
秒），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
保界面。广告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100万 



联盟精选-风云PDF转化器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第二帧（第
一帧停留15秒，第二帧停
留15秒），点击关闭按钮
退出屏保界面。 
原生广告不可跳转落地页，
落地页设置无效。仅支持二
维码展示投放 

流量范围：约100万 



联盟精选-极客看图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广告在第二帧（第一帧
停留15秒，第二帧停留45
秒），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
保界面。广告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100万 



联盟精选-极客看图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第二帧（第
一帧停留15秒，第二帧停
留15秒），点击关闭按钮
退出屏保界面。 
原生广告不可跳转落地页，
落地页设置无效。仅支持二
维码展示投放 

流量范围：约100万 



联盟精选-idesk迷你页_idesk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大图在第二帧；普通壁
纸帧15秒自动切换，广告
帧45秒；进入屏保状态8分
钟后开始鼠标触动监测，监
测到用户挪动鼠标时将当前
广告帧切换至第二帧；点击
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广
告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idesk迷你页_idesk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为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5的倍数帧，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
普通壁纸帧15秒自动切换，
原生广告帧15秒；原生广
告不可跳转落地页，落地页
设置无效。仅支持二维码展
示投放；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华军软件园_华军软件园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大图在第二帧；普通壁
纸帧15秒自动切换，广告
帧45秒；进入屏保状态8分
钟后开始鼠标触动监测，监
测到用户挪动鼠标时将当前
广告帧切换至第二帧；点击
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广
告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华军软件园_华军软件园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为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5的倍数帧，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
普通壁纸帧15秒自动切换，
原生广告帧15秒；原生广
告不可跳转落地页，落地页
设置无效。仅支持二维码展
示投放；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阿尔法浏览器官网_阿尔法浏览器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大图在第二帧；普通壁
纸帧15秒自动切换，广告
帧45秒；进入屏保状态8分
钟后开始鼠标触动监测，监
测到用户挪动鼠标时将当前
广告帧切换至第二帧；点击
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广
告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阿尔法浏览器官网_阿尔法浏览器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为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5的倍数帧，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
普通壁纸帧15秒自动切换，
原生广告帧15秒；原生广
告不可跳转落地页，落地页
设置无效。仅支持二维码展
示投放；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2345网址导航_2345导航霸屏屏保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打开页面时弹出霸屏广告，
广告弹出后如无操作则一直
展示；点击广告图片跳转至
广告落地页；点击广告图片
以外的阴影区域（包括关闭
按钮）则退出霸屏状态。 

流量范围：约150万 



联盟精选-桔梗导航_桔梗导航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大图在第二帧；普通壁
纸帧15s自动切换，广告帧
45s；进入屏保状态8分钟
后开始鼠标触动监测，监测
到用户挪动鼠标时将当前广
告帧切换至第二帧；点击关
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广告
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桔梗导航_桔梗导航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为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5的倍数帧，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
普通壁纸帧15秒自动切换，
原生广告帧15秒；广告有
展示上限。原生广告不可跳
转落地页，落地页设置无效。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新资讯_极速下载器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大图在第二帧；普通壁
纸帧15s自动切换，广告帧
45s；进入屏保状态8分钟
后开始鼠标触动监测，监测
到用户挪动鼠标时将当前广
告帧切换至第二帧；点击关
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广告
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新资讯_极速下载器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为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5的倍数帧，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
普通壁纸帧15秒自动切换，
原生广告帧15秒；广告有
展示上限。原生广告不可跳
转落地页，落地页设置无效。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酷越_酷越屏保大图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是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大图在第二帧；普通壁
纸帧15s自动切换，广告帧
45s；进入屏保状态8分钟
后开始鼠标触动监测，监测
到用户挪动鼠标时将当前广
告帧切换至第二帧；点击关
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广告
有展示上限。 

流量范围：约200万 



联盟精选-酷越_酷越屏保原生 

创意尺寸及格式： 
主图: 1920x1080 
PNG/JPG/JPEG，

<1024K 
 

触发机制： 
默认为5分钟，用户不动键
盘鼠标后弹出画报屏保界面。
屏保原生广告在5的倍数帧，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屏保界面。
普通壁纸帧15秒自动切换，
原生广告帧15秒；广告有
展示上限。原生广告不可跳
转落地页，落地页设置无效。 

流量范围：约200万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