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屏 PC端 Phone端 移动端 iPad端

特级 北京/上海 108 120 132 144 180

一级

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长沙

市、天津市、深圳市、重庆市、

杭州市、沈阳市、青岛市、南京

市、大连市

72 80 88 96 120

二级 其他城市或全省 45 50 55 60 75

其他 全国 36 40 44 48 60

特级 北京/上海 81 90 99 108 135

一级

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长沙

市、天津市、深圳市、重庆市、

杭州市、沈阳市、青岛市、南京

市、大连市

54 60 66 72 90

二级 其他城市或全省 34 38 41 45 55

其他 全国 27 30 33 36 45

以上净价不享受任何折扣，享受正常配送政策；CPM 实际成交净价低于以上净价的客户均不可享受配送政策；

说明

1.关于各种广告形式具体位置和素材规范详见后页示意图

2.最终解释权归乐视网所有

重点贴片产品净价刊例

产品名称 多屏 PC端 Phone端 移动端 iPad端

品牌日 90 100 110 120 150

首位独占 72 80 88 96 120

45 50 55 60 75

经典剧场 40 45 50 55 70

说明

1.以上价格均为全国通投价格，定向特级城市加收200%，一级城市加收100%，二级城市加收25%

2.关于贴片产品的详细介绍和具体位置形式，详见《乐视网十大贴片产品描述》

3.最终解释权归乐视网所有

品牌Big Day周期内可实现品牌信息最广覆盖

广泛告知提升用户到达率

   特定时段，正一前贴片全流量覆盖

有效解决广告主集中释放传播音量诉求，超强渗透

基于用户广告行为，解决追踪已用户

以及最大化获取新客的精准贴片产品

锁定当下优质电视剧长尾流量实现轮替占比投放

利用热剧关注度提升品牌影响力，兼具成本效益

广告形式

贴片广告-

15S

暂停广告

市场类型 区域描述 加收政策

· 5秒贴片为15S贴片价格40%，30S贴片为15S贴片价格200%

· 定向内容（频道）加收20%

· Phone端指定端口加收10%

· 贴片广告指定投放位置（正一、正二、倒一或中插等）加收10%

· 定向时间段加收10%

· 5次以下(含5次)频次控制加收10%

· 多重定向加收以加法累计计算。如15秒前贴片定向内容+5次以下控

频后刊例价55元，即42*（1+20%+10%）

· 购买打包销售的热剧、热门综艺、剧场等项目时，保底量折算单价

根据单独制定的价格计算，不以全国通投价格为参考

贴片产品

2016年乐视网视频框内广告净价刊例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净价刊例（元/千次vv）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广告类型 描述



广告类型 页面 位置 单位
刊例价格

（元）
备注 文件格式 文件尺寸 文件容量 资源属性

乐视网首页 覆盖焦点图上方 天 1,000,000 时长≤10秒，自动播放后恢复焦点图（居中） SWF 1440*420 ＜280K 不可配送/置换

电视剧频道首页 覆盖焦点图上方 天 750,000 时长≤10秒，自动播放后恢复焦点图（居中） SWF 1440*420 ＜280K 不可配送/置换

电影频道首页 覆盖焦点图上方 天 600,000 时长≤10秒，自动播放后恢复焦点图（居中） SWF 1440*420 ＜280K 不可配送/置换

乐视网首页 首屏 天/帧 500,000
商广售卖2帧，标题：9字以内；副标题：23字以内；

（居中）简介：40字以内；有模板
JPG

大图：1440*420

缩略图：128*60

大图≤300K

缩略图≤10K
不可配送/置换

电视剧频道首页 首屏 天/帧 300,000
商广售卖2帧，标题：9字以内；副标题：23字以内；

（居中）简介：40字以内；有模板
JPG

大图：1440*420

缩略图：128*60

大图≤300K

缩略图≤10K
不可配送/置换

电影频道首页 首屏 天/帧 250,000
商广售卖2帧，标题：9字以内；副标题：23字以内；

（居中）简介：40字以内；有模板
JPG

大图：1440*420

缩略图：128*60

大图≤300K

缩略图≤10K
不可配送/置换

首页焦点图 iPad端首页 天/帧 300,000 可外链 JPG 不可配送/置换

首页焦点图 Phone端首页 天/帧 300,000 商广售卖2帧，可外链 JPG 不可配送/置换

开机启动大图 iPad端开机启动 天/轮 400,000 2轮换，不可外链  JPG 1024*768 ≤ 120k 不可配送/置换

开机启动大图 Phone端开机启动 天/轮 400,000 2轮换，仅1轮可售卖，不可外链 JPG/GIF 不可配送/置换

说明：

1、移动端所有页面广告均不可监测点击及曝光，移动端开机大图不可点击，如需点击，加收10%，且点击跳转只允许乐视网APP播放页

2、关于各种广告形式具体位置详见后页示意图，移动端广告素材要求详见《乐视网广告素材规范_移动端》

3、最终解释权归乐视网所有

2016年乐视网核心页面广告刊例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PadV5.5版本：984*288; iPadV5.5以下版

本：1024*387≤ 120K

 Android/iPhone   V6.0以上版本：

640*432；V6.0以下版本：640*316≤ 70K

（需要提供两个尺寸进行兼容适配）

Android：480*800≤ 90k   iPhone：

640*960， 640*1136≤ 120k

富媒体

焦点图

开机大图



广告类型 页面 位置 形式 单位
刊例价格

（元）
备注 文件格式 文件尺寸 文件容量 资源属性

乐视网首页 乐视台下方 焦点视频 天/轮 300,000 4轮播，人为点击播放，不可外链，有模板 VEDIO+JPG 视频缩略图：180*180 <20K 热门

电视剧频道首页 同步跟播板块右侧 焦点视频 天/轮 120,000 4轮播，人为点击播放，不可外链，有模板 VEDIO+JPG 视频缩略图：180*180 <20K 热门

电影频道首页 最新热播板块右侧 焦点视频 天/轮 100,000 4轮播，人为点击播放，不可外链，有模板 VEDIO+JPG 视频缩略图：180*180 <20K 热门

种子视频广告 乐视网首页 焦点视频右侧 种子视频 天/轮 250,000 4轮播，可外链，有模板 JPG 180*180 <20K 热门

剧场入口 乐视网首页 片花版块下方 剧场入口 天 200,000 2排10个位置 JPG
小图：180*180 大图：

1080*180

大图：＜40K

小图：＜10K
热门

动漫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200,000
标题：30字以内

简介：50字以内
JPG

大图：980*450

小图：60x60

大图：≤ 85K

小图：≤ 7K
热门

综艺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80,000 标题：10字以内 JPG 696*363 ＜85K 热门

风尚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20字以内，描述：45字以内

下方半透明遮挡尺寸700*90（标题和描述）
JPG

大图：700x365

小图：80x60

大图：≤ 85K

小图：≤ 7K
热门

娱乐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副标题：20字以内 JPG
大图：700x365

小图：80x60

大图：≤ 85K

小图：≤ 7K
热门

音乐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24字以内，描述：28字以内 JPG 386*386 ＜70K 热门

汽车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20字以内，描述：60字以内

下方半透明遮挡尺寸670*90（标题和描述）
JPG 700x365 ≤85K 热门

纪录片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无（居中） JPG
大图：1440*420

小图：128*60

大图：＜300K

小图：＜10K
非热门

乐视制造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描述：30字以内（居中）

下方半透明遮挡尺寸690*90（标题和描述）
JPG

大图：1440*420

小图：128*60

大图：＜300K

小图：＜10K
非热门

财经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15字以内 （居中） JPG
大图1440*420，小图

128*60

大图：＜300K

小图：＜10K
非热门

旅游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9字以内；副标题：23字以内（居中）

简介：40字以内；有模板
JPG

大图：1440*420

小图：128*60

大图：＜300K

小图：＜10K
非热门

教育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标题：9字以内；副标题：23字以内；

简介：40字以内；有模板（居中）
JPG

大图：1440*420

小图：128*60

大图：＜300K

小图：＜10K
非热门

PAD端电视剧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80,000 可外链 JPG 1440*420 ≤150K 热门

PAD端电影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可外链 JPG 1440*420 ≤150K 热门

PAD端综艺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20,000 可外链 JPG 1440*420 ≤150K 热门

Phone端电视剧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80,000 可外链 JPG
Android：640*316

iPhone：640*316
≤ 70K 热门

Phone端电影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50,000 可外链 JPG
Android：640*316

iPhone：640*316
≤ 70K 热门

Phone端综艺频道首页 首屏 焦点图 天/帧 120,000 可外链 JPG
Android：640*316

iPhone：640*316
≤ 70K 热门

娱乐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20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热门

资讯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15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经典剧板块上方 通栏3 天/轮 9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片花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15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热门

韩剧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10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院线热映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12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居中）
JPG / GIF / SWF

  大图：1340*90

内容部分：890*90两边

羽化

大图<40K

小图<10K
热门

专题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8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居中）
JPG / GIF / SWF

  大图：1340*90

内容部分：890*90两边

羽化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热血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60,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热门

恋爱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45,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综艺频道首页 真人秀板块上方 通栏 天/轮 75,000 4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热门

风尚频道首页 尚美中心板块上方 通栏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综艺快报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写真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45,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音乐专区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音乐电影/纪录片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45,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纪录片频道首页 精彩大片板块上方 通栏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试驾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竞速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45,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热点专题板块上方 通栏3 天/轮 3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基金板块上方 通栏1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创业板块上方 通栏2 天/轮 45,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旅游频道首页 城市酒店版块上方 通栏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教育频道首页 职业培训版块上方 通栏 天/轮 60,000 3轮播，小图需提供2个，用于通栏的扩展 JPG / GIF / SWF
大图：980*90

小图：180*90

大图<40K

小图<10K
非热门

猜你喜欢上方 通栏1 月 3,000,000 全流量（居中） JPG / GIF / SWF 940*90 大图<40K 热门

乐迷评论上方 通栏2 月 2,750,000 全流量 JPG / GIF / SWF 940*90 大图<40K 热门

评论区域下方 通栏3 月 2,500,000 全流量 JPG / GIF / SWF 940*90 大图<40K 热门

搜索结果页顶部 通栏1 天/轮 200,000 4轮播（居中） JPG / GIF / SWF 1380*90 <40K 热门

搜索结果页底部 通栏2 天/轮 180,000 4轮播（居中） JPG / GIF / SWF 1380*90 <40K 非热门

详情页 猜您喜欢板块上方 通栏 天/轮 250,000 4轮播 JPG / GIF / SWF 690*90 <30K 热门

焦点视频广告

PC端焦点图

移动端焦点图

通栏

乐视网首页

电视剧频道首页

电影频道首页

动漫频道首页

娱乐频道首页

音乐频道首页

汽车频道首页

2016年乐视网常规页面广告刊例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财经频道首页

视频播放页

搜索结果页



非首屏 矩形1 月 3,500,000 全流量 JPG / GIF / SWF 400*300(300*250) ≤ 50K 热门

非首屏 矩形2 月 3,200,000 全流量 JPG / GIF / SWF 400*300(300*250) ≤ 50K 热门

财经频道首页 投资学堂版块右侧 右侧矩形 天 90,000 4轮播 JPG / GIF / SWF 380*270 ≤ 50K 热门

PC端视频播放页 视频信息下方 Banner1 月 2,800,000 4轮播 JPG / GIF / SWF 400*90 ≤50K 热门

PC端视频播放页 全网热闻上方 Banner2 月 2,400,000 4轮播 JPG / GIF / SWF 400*180 ≤50K 热门

PC端视频播放页 播放器右上角 Banner3 月 3,000,000 4轮播 JPG / GIF / SWF 284*40 ≤30K 热门

iPad端播放页 播放框右上角小通栏 Banner 天/轮 120,000 2轮换 JPG 热门

phone端专题页 专题页推广banner Banner 天 80,000 全流量 JPG 非热门

乐视体育资源广告刊例

广告类型 页面 位置 形式 单位
刊例价格

（元）
备注 文件格式 文件尺寸 文件容量 资源属性

全站推荐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200,000 热门

国际足球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80,000 非热门

中国足球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80,000 非热门

篮球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80,000 非热门

网球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50,000 非热门

综合体育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50,000 非热门

高尔夫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20,000 非热门

赛车区巨幅焦点图 焦点图 120,000 非热门

全站推荐区横贯通栏 通栏 60,000 热门

国际足球区横贯通栏 通栏 40,000 非热门

中国足球区横贯通栏 通栏 40,000 非热门

篮球区横贯通栏 通栏 40,000 非热门

综合体育区横贯通栏 通栏 30,000 非热门

网球区横贯通栏 通栏 30,000 非热门

高尔夫区横贯通栏 通栏 25,000 非热门

赛车区横贯通栏 通栏 25,000 非热门

焦点图富媒体 体育首页 焦点图富媒体 富媒体 天 400,000 全流量 热门

说明：

1、移动端所有页面广告均不可监测点击及曝光

2、关于各种广告形式具体位置详见后页示意图，移动端广告素材要求详见《乐视网广告素材规范_移动端》

3、最终解释权归乐视网所有

扩展前：20x100(JPG,<30k)

扩展后：1200x100(SWF/JPG,<100k)

切换至当前屏位，默认扩展一次；

8秒后自动回收，鼠标触发回收位可展开。

有明显的关闭按钮，点击全部关闭。

1920x1080(JPG,<500k)

核心内容区域：X（360px-1560px）Y（100px-460px）

焦点图每三秒切换一帧，如有富媒体，富媒体播放完成后开始切换。

体育首页

体育首页

天/帧

天/轮

2帧

4轮播

800x450(SWF,<300K) 或 800x450以上

宽高比16:9（Flv，Wmv，Avi，Mp4，Mpg，Mov等,>8M）

10秒后回，有明显关闭按钮。切换屏位不跟随不关闭

矩形

Banner

巨幅焦点图

横贯通栏

iPadV5.5版本：650*100；iPadV5.5以下版本：

697*50≤ 40K

Android：612*224≤ 40k

iPhone：612*224≤ 40k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视频播放页



                                                        乐视超级电视2016年Q1广告报价单                                  

广告位名称 广告位描述 广告示例 单位 刊例价 素材规范

开机视频

占据高收入群体客厅第一屏

开机全屏15s视频广告，广告主唯一独享广告位，受

众注意力第一聚焦点，100%触达开机用户；

大屏体验，超强冲击，全面覆盖乐视39-70寸大屏

超级电视，高效提升品牌认知，强化品牌记忆

轮/天，一天两轮播 ¥500,000

1，1920*1080px/4096×2160（15's的文件大小要

35MB以上）MP4格式

2，有无声音均可（必须有音轨）

关机广告

3S静态图片展示

支持产品图片+文字提示

全屏独享，100%触达

轮/天，一天两轮播 ¥150,000

1，单张图片1920*1080灰色背景

2，品牌信息需是透明底，

3，需预留出“正在关机”的字样，该字样为程序添

加，无需制作到图片上

4，＜500K

轮播台插播贴片

轮播台频道节目与节目之间插播贴片广告

（每个频道可插播条数根据节目内容而定）

支持15-60S的插播贴片

全屏展示，支持时间段定向

效果同比传统电视广告

频道/天
TOP10频道:2W/天

其他频道：1W/天

1080P，15S

MP4格式

轮播台换台贴片

全屏5s视频广告

在轮播台观看1分钟以上时换台即出现

每时间段内（0-8、8-16、16-24）出现不多于2次

（每次开机内有效）

按CPM售卖 80元/CPM
720P以上

MP4格式

屏保广告

10S静态全屏大图展示

5张图片轮播

用户静止在桌面4分钟不操作即启动展示

(支持点击跳转到TV版或浏览器）

按CPM售卖 150元/CPM

1、1920*1080 jpg格式

2、需在图片中加文字提示

不可点击提示语

（当前处于屏保状态，按返回键可退出）

可点击提示语

（按确定键了解详情，按其他键退出屏保）

3、＜500K

点播前贴片

点播即品牌广告展现

可添加二维码，用户互动扫描，参与活动

独享大屏

提升品牌认知

强化品牌记忆

（非会员可看）

按CPM售卖 200元/CPM
720P以上

MP4格式

点播页暂停

暂停即展示

可添加二维码，用户互动扫描，参与活动

提升品牌认知

强化品牌记忆

（非会员可看）

按CPM售卖 150元/CPM
1018*573

jpg格式,＜300K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点播退出播放广告

退出播放即展示

可添加二维码，用户互动扫描，参与活动

提升品牌认知

强化品牌记忆

（非会员可看）

按CPM售卖 150元/CPM
1470x1080

jpg格式,＜300K

点播动态角标

播放开始5S出现，出现时间1分钟

支持横版、竖版及二维码多种形式

用户互动扫描二维码，参与活动

提升品牌认知

强化品牌记忆

（非会员可看）

按CPM售卖 80元/CPM

竖版最大尺寸    174*420（宽*高）

横版最大尺寸    600*174（宽*高）

透明底的广告

格式支持png和gif图片

＜100K

默认：

1. 尺寸 180*110

2. 请制作透明底的广告

3. 支持png、gif等图片格式

4. ＜100K

翻转：

1. 尺寸420*110

2. 请制作透明底的广告

3. 支持png、jpg等图片格式

4. ＜100K

轮播台屏显广告

1. 轮播台进入时，立刻出现，展现5s

2. 轮播台换台时，立刻出现，展现5s

3. 轮播台按屏显键时，立刻出现，展现5s
按CPM售卖 ¥80

1. 尺寸：230*230

2. 请制作透明底的广告

3. 支持png、jpg等图片格式

4. ＜100K

轮播台角标

1. 轮播台进入时，5s后出现，展现30s。

2. 轮播台换台时，5s后出现，展现30s。

3. 轮播台观看时，每隔3分钟，会展现一次，每次

30s

4. 轮播台更换清晰度时，5s后出现，展示30s。

按CPM售卖 ¥80

1. 尺寸：350*150的角标 或者200*200的二维码。

（请严格遵守）

2. 支持gif格式和png格式。

3. 请制作透明底的gif或图片。

4.＜100K

5. 角标每次展示30s，gif时长请配合此时间

*注：

暂不接受任何地域和视频定向

所有客户享受统一折扣，且折扣标准以本报价单为准

点播时钟广告

视频播放时整点前15S展示，展现30S

支持翻转，5S一翻转。

正面可以配文字提示语，无提示显示日期

（提示语不超过8个字）

天 ¥500,000



                                                          乐视超级电视2016年Q1广告报价单                                  

广告位名称 广告位描述 广告示例 单位 刊例价 素材规范

专题页面赞助
在电视剧、电影、综艺等专题页背景植入品牌

大图，持续加深用户对品牌的记忆
月/专题 ¥500,000

背景壁纸1920*1080

品牌信息露出范围

上半部分1920*258

下半部分1920*113

jpg/png格式

TV版开机大图
支持结合内容的赞助logo权益展示

进入TV版点播的首张大图全屏展示
轮/天 ¥120,000

1920*1080

jpg/png

点播桌面内容推广

位 一级桌面推广位，流量及曝光最强入口
天 ¥200,000

397*255

jpg/png

二级桌面推广位，流量及曝光最强入口
天 ¥100,000

400 x 260

jpg/png

频道页焦点图下面的内容推广位 天 ¥50,000
300*255

jpg/png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点播桌面内容推广

位



专题页专题入口推广位
615*225

JPG\PNG

品牌互动专区

视频：1080p，MP4格式

背景壁纸：1920*1080

品牌信息露出范围

上半部分1920*258

下半部分1920*113

jpg/png格式

品牌主题定制

品牌定制应用主题

下载位焦点位高密度展示

提升品牌知名度

品牌定制主题应用

品牌背景大图高频展示

各功能匹配品牌图片

深化产品记忆

全品牌、全方位、全拭时长展示

品牌功能融合，使用即展示

周

主题定制费500,000元

下载安装额外计费，以实

际下载量收费，500元/个

下载

提供客户相关的产品形象及

logo素材（透明底PNG格式

或者psd格式），后台运营同

学根据素材进一步加工制作

成主题

（至少提前半个月提供）

*注：

暂不接受任何地域和视频定向

所有客户享受统一折扣，且折扣标准以本报价单为准

专题页品牌专区 月（含一个专题页入口） ¥1,000,000



                                                   乐视超级电视2016年Q1广告报价单                                  

广告位名称 广告位描述 广告示例 单位 刊例价

超级电视品牌轮播台

企业专属频道

频道名称定制

频道台标定制

频道节目提醒定制

频道水印定制

频道内容节目单定制

专业编辑分类设置节目带

24小时精品内容轮播

支持接入直播源随时直播企业发布会、

重大线下活动等

进入PC轮播台频道

频道名称定制

频道台标定制

频道节目提醒定制

频道水印定制

专业编辑分类设置节目带

24小时精品内容轮播

支持接入直播源随时直播企业发布会、

重大线下活动等

乐视超级手机live桌面入口进入

进入超级手机企业台频道

频道名称定制

频道节目提醒定制

专业编辑分类设置节目带

24小时精品内容轮播

支持接入直播源随时直播企业发布会、

重大线下活动等

执行期：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乐e台（定制版企

业网络电视台，四

屏同步播出，专属

企业的全屏宣传平

台）

月 ¥500,000



*注：

暂不接受任何地域和视频定向

所有客户享受统一折扣，且折扣标准以本报价单为准

乐e台（定制版企

业网络电视台，四

屏同步播出，专属

企业的全屏宣传平

台）

进入Phone及Pad中的乐视APP

点击直播进入企业轮播台

频道名称定制

频道节目提醒定制

专业编辑分类设置节目带

24小时精品内容轮播

支持接入直播源随时直播企业发布会、

重大线下活动等

月 ¥500,000



2016年乐视网首页资源

位置：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50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小图：128*60 ≤10K 

位置：乐视首页焦点视频右侧 

形式：种子视频，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2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180*180 <20K 

位置：乐视首页电视台下方 

形式：焦点视频，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300,000元 

素材要求：VEDIO+JPG  

视频缩略图：180*180 <20K 

 

位置：首页覆盖焦点图上方 

形式：焦点图富媒体 

单位：天 

价格：1,000,000元 

素材要求：SWF 

1440*420 <280K 



位置：首页娱乐版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2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首页资讯版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首页片花版块剧场入口 

形式：剧场入口 

单位：天 

价格：200,000元                         

素材要求：                                  

大图：1080*180  <40K 

小图：180*180  <10K 

 



位置：首页经典剧版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9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px<40K 

小图：180*90<10K 



2016年乐视网视频播放页资源

位置：视频播放页播放框内 

形式：暂停                                                                            

素材要求：jpg/swf    410x305    

                   ≤25k 

位置：视频播放页播放框内 

形式：前贴片                                                                            

素材格式：所有主流视频格式 

（参考格式：Flv，Wmv，Avi，

Mp4，Mpg，Mov等）                               

素材大小：高清1280*720以上， 

且宽、高比例为4:3或者16:9        

文件大小：15's的文件大小要 

8M以上；30's的文件大小要1 

6M以上 

位置：视频播放页播放器右上角 

形式：Banner3 

单位：月 

价格：3,0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284*40 ≤30K 

位置：猜你喜欢上方 

形式：通栏1 

单位：月，全流量 

价格：3,0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940*90 <40K 



位置：视频播放页非首屏 

形式：矩形1 

单位：月 

价格：3,5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400*300（300*250）≤50K 

位置：视频播放页非首屏 

形式：矩形2 

单位：月，全流量 

价格：3,2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400*300（300*250）≤50K 

位置：全网热闻上方 

形式：Banner2 

单位：月，全流量 

价格：2,4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400*180 ≤50K 

位置：视频信息下方 

形式：Banner1 

单位：月 

价格：2,8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400*90 ≤50K 

                   940*90 <40K 

位置：乐迷评论上方 

形式：通栏2 

单位：月，全流量 

价格：2,75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940*90 <40K 



位置：评论区域下方 

形式：通栏3 

单位：月，全流量 

价格：2,5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940*90 <40K 



2016年乐视网电视剧频道资源

位置：电视剧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30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小图：128*60 ≤10K 

位置：同步跟播板块右侧 

形式：焦点视频，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120,000元 

素材要求：VEDIO+JPG  

视频缩略图：180*180 <20K 

 

位置：电视剧频道覆盖焦点图上方 

形式：焦点图富媒体 

单位：天 

价格：750,000元 

素材要求：SWF     1440*420 

                   <280K 



位置：电视剧频道片花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电视剧频道韩剧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帧 

价格：1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电影频道资源

位置：电影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2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缩略图：128*60 ≤10K 

位置：院线热映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12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1340*90  <40K 

内容部分：890*90两边羽化   

                   <10K 
 

位置：最新热播板块右侧 

形式：焦点视频，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100,000元 

素材要求：VEDIO+JPG  

视频缩略图：180*180 <20K 

位置：电影频道覆盖焦点图上方 

形式：焦点图富媒体 

单位：天 

价格：600,000元 

素材要求：SWF  1440*420  

                   <280K 



位置：专题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8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1340*90  <40K 

内容部分：890*90两边羽化   

                   <10K 







2016年乐视网动漫频道资源

位置：热血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动漫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20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980*450  ≤85K 

小图：60x60 ≤7K 



位置：恋爱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45,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综艺频道资源

位置：综艺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8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696*363  ≤85K 



位置：真人秀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75,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风尚频道资源

位置：风尚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700*365  ≤85K 

下方半透明遮挡尺寸700*90（标

题和描述） 

小图：80*60  ≤7K 

位置：尚美中心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娱乐频道资源

位置：娱乐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700x365  ≤85K 

小图：80x60  ≤7K 

 

位置：综艺快报版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40K 

小图：180*90<10K 



位置：写真版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45,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40K 

小图：180*90<10K 



2016年乐视网音乐频道资源

位置：音乐专区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音乐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386*386  ≤70K 



位置：音乐电影/纪录片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45,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汽车频道资源

位置：汽车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700*365  ≤ 85K 

下方半透明遮挡尺寸  670*90 

 

位置：竞速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45,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试驾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热点专题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3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纪录片频道资源

位置：纪录片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缩略图：128*60  ≤10K 

位置：精彩大片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财经频道资源

位置：财经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小图：128*60  <10k 

位置：基金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投资学堂版块右侧 

形式：右侧矩形，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9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380*270  ≤50k 

 



位置：创业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45,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px<40K 

小图：180*90<10K 



2016年乐视网旅游频道资源

位置：旅游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小图：128*60  ≤10K 

位置：城市酒店版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2016年乐视网教育频道资源

位置：职业培训板块上方 

形式：通栏，3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6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980*90  <40K 

小图：180*90  <10K 

位置：教育频道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小图：128*60  ≤10K 





2016年乐视网乐视自制频道资源

位置：乐视制造首页首屏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大图：1440*420  ≤300K 

下方半透明遮挡尺寸  690*90 

缩率图：128*60  ≤10K 





2016年乐视网搜索结果页资源

位置：搜索结果页顶部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2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1380*90  <40K 

位置：搜索结果页底部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18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1380*90  <40K 



2016年乐视网详情页资源

位置：搜索结果页底部 

形式：通栏，4轮播 

单位：天/轮 

价格：25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SWF 

大图：690*90  <30K 



2016年乐视网iPad端资源

位置：iPad端开机启动 

形式：开机启动大图，2轮换 

单位：天/轮 

价格：400,000元 

素材要求：JPG；1024*768≤120K，不可外链 

位置：iPad端首页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300,000元 

素材要求：JPG；iPadV5.5版本：984*288 

iPadV5.5以下版本：1024*387≤ 120K  

可外链（外链的页面中不得有超过整体 

30%的Flash） 

位置：播放框右上角 

形式：小通栏，2轮换 

单位：天/轮 

价格：120,000元 

素材要求：JPG：iPadV5.5版  650*100 

iPadV5.5以下版本：697*50≤ 40K   

位置：iPad端视频播放页播放框内 

形式：前贴片                                                      

素材格式：素材格式：常用视频格式（flv，

wmv，avi，mp4，mpg，mov等） 

素材尺寸：高清1280*720px以上，每秒25帧，

且宽、高比例为4:3或者16:9 

文件大小：15s的文件大小要求8MB以上, 30s

的文件大小要求16MB以上 

位置：iPad端视频播放页播放框内 

形式：暂停 

素材格式：JPG    iPad：1420*800≤ 140K 



位置：iPad端电视剧频道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80,000元 

素材要求：JPG   1440*420  ≤150K 

位置：iPad端电影频道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1440*420  ≤150K 

位置：iPad端综艺频道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20,000元 

素材要求：JPG   1440*420  ≤150K 



2016年乐视网Phone端资源

位置：Phone客户端 

形式：开机启动大图，2轮换（1轮可售卖） 

单位：天/轮 

价格：400,000元 

素材要求：JPG/GIF 

Android：480*800≤ 90k    

iPhone：640*960， 640*1136≤ 120k                 

位置：Phone端视频播放页播放框内 

形式：前贴片                                                 

素材格式：常用视频格式（flv，wmv，

avi，mp4，mpg，mov等） 

素材尺寸：高清1280*720px以上，每秒25

帧，且宽、高比例为4:3或者16:9 

文件大小：15s的文件大小要求8MB以上, 

30s的文件大小要求16MB以上 

                                                                          

位置：Phone端视频播放页播放框内 

形式：暂停 

素材格式：JPG：Android：410*232 ≤ 

30K，  iPhone：620*300≤ 70K                                                                         



位置：Phone客户端首页 

形式：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300,000元 

素材要求：JPG      Android/iPhone   

V6.0以上版本： 640*432；V6.0以下版本：

640*316≤ 70K（需要提供两个尺寸进行兼

容适配） 

位置：Phone端电视剧频道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80,000元 

素材要求：JPG    Android：640*316  

                   iPhone：640*316  ≤70k 

 

位置：Phone端电影频道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50,000元 

素材要求：JPG    Android：640*316                                      

                    iPhone：640*316  ≤70k 

 



位置：Phone客户端专题页 

形式：专题页推广banner 

单位：天 

价格：80,000元 

素材要求：JPG      Android：612*224 

                  iPhone：612*224≤ 40k 

位置：Phone端综艺频道 

形式：首页焦点图 

单位：天/帧 

价格：120,000元 

素材要求：JPG    Android：640*316   

                  iPhone：640*316  ≤7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