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易有料产品功能手册	

目录	
一、	 概述	..................................................................................................................................	2	
二、	 网易有料的优势	..............................................................................................................	2	
三、	 网易有料的变现方案	......................................................................................................	2	
四、	 功能介绍	..........................................................................................................................	2	

【基础功能】	..........................................................................................................................	2	
1.	 应用内容管理	..........................................................................................................	3	
2.	 自建稿件及自主发文	..............................................................................................	3	
3.	 内容置顶和有效期管理	..........................................................................................	4	
4.	 内容清洗和多维度管理	..........................................................................................	5	
5.	 内容审核管理	..........................................................................................................	6	
6.	 原创内容授权及分发引流	......................................................................................	7	
7.	 数据监控和报表分析	..............................................................................................	8	
8.	 个性化推荐	..............................................................................................................	8	

【扩展功能】	..........................................................................................................................	9	
1.	 内容采编	..................................................................................................................	9	
2.	 广告设置	..................................................................................................................	9	
3.	 消息推送及召回	......................................................................................................	9	
4.	 用户互动	................................................................................................................	10	
5.	 专题编辑和模版	....................................................................................................	10	
6.	 视频直播插件	........................................................................................................	10	
7.	 话题功能	................................................................................................................	10	

	

	

	

	

	

	

	

	

	

	



一、 概述	
网易有料是网易旗下，依托网易大数据及智能推荐平台，将内容信息聚合后，经

过层层过滤筛选机制，再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进行分发，为客户解决内容、流量

及变现的服务。 

 

二、 网易有料的优势	
【内容】共享网易生态内容，种类丰富、质量保证、版权保护 

l 10 万条每日新增、30 万网易号、近 5 千个原创专题、百万级内容标签 

l 涉及文章、图文、图集、视频、直播 

 

【技术】网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推荐能力 

l 20 年技术积累，内容安全把控，优质保证，99.8%准确率，云安全+人工审查多

重过滤 

l 大数据支撑，百万级标签库，智能算法推荐更精准，平均点击率提升 50%+，转

化率提升 40%+ 

 

【管理】提供后台管理，保障传播自主可控 

l 实现对微信公众号、境内外网站、微博以及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实时采集 

l 自主可控，自产稿件具有完整控制权限，分发内容频道自主管理 

l 自主设置广告投放参数及安全复审规则 

 

【监测】可视化数据分析，实时助力优先 

l 热门文章统计 

l 自产稿件传播跟踪 

l 传播效果分析 

 

三、 网易有料的变现方案	
【广告变现】个性化广告、精准投放，原生广告的场景化、个性化，电商分销的即

看即买，游戏分发即看即试玩，比传统广告变现率高出 15 倍+ 

【分发引流】众多合作+网易生态资源，分发渠道广泛，流量仍归属 APP 

【版权变现】强势打造内容版权交易平台，保障版权，并获取版权收益 

 

四、 功能介绍	

【基础功能】	



1. 应用内容管理	

有料提供 SDK、API、H5 等多种接入方式将有料的内容接入到客户的 App 里。 

同时提供了 CMS 管理平台供用户自主申请接入权限和内容的管理。 

 

1）用户可在平台注册公司信息后，获取相应的 APP ID 和接口文档，关联到自己

的 APP 上。 

2）关联好 APP 后，在 CMS 管理平台上可以自主创建频道，并选择对应分类，挑

选适合的内容。 

3）频道内容的展示效果也可以直接在 CMS 管理平台上进行预览，进行修改、删

除、排序的操作。 

 

2. 自建稿件及自主发文	

有料提供给客户自建文章的编辑和管理工具。当客户有自主运营内容想投放到

APP 中，可通过有料的 CMS 平台进行，并跟有料内容做无缝融合。 



 

1）客户通过富文本编辑器可创建文章，输入文章的标题、来源、正文，插入正

文图片或小视频。 

2）客户可自主设置该文章的展示图，展示图会出现在 APP 的文章列表里。 

3）提供客户预览功能，可确认无误后再发布。 

4）客户发布自建文章时，可以自由选择发布的频道和发布的应用（如客户有多

个应用的情况下） 

5）客户可通过投递管理的查询历史发布的文章和发布状态。 

 

3. 内容置顶和有效期管理	

客户通过 CMS 平台自建的稿件，发布的优先级都会高于有料推荐的其他内容，

同时客户还可以通过 CMS 平台对自建稿件进行更多的管理： 

1) 对内容设为置顶，用户多次刷新或加载，置顶内容都会保留在首屏，以保证

自主内容的曝光度 

2) 置顶的时效可以由客户自主控制 

3) 自主文章的时效由客户自主控制，对于时效性不强的内容，或者客户某一时

期内都需要推广的内容，可以自由设置文章的有效期，过期的文章不再对用

户进行推荐 



 

 

4. 内容清洗和多维度管理	

有料的内容全部经过云安全的人工智能监控及人工排疑、人工复审的多层过滤

机制，无论是广告过滤、智能鉴黄、涉政检测等，准确率达 99.8%，再经过人工

筛选，进行标签和分类、评分。 

提供给客户的内容也从三俗度、专业度 、权威度、舆论度、优劣度等多个维度

都做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和调性。 

示例：  

 

（三俗度的等级划分） 

 



 

（专业化程度的等级划分） 

 

（媒体来源的划分） 

 

5. 内容审核管理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客户，有料提供更高的管理权限，由客户自由设置内容

审核等级： 

1）对于央媒党媒的稿件可设置直接过审。 

2）对非官方非权威媒体的稿件可设置由客户自主审查。 



 

 

6. 原创内容授权及分发引流	

有料为媒体型客户提供内容分发和引流服务。针对客户原创的内容，授权网易有

料，将并入到我们的智能推荐池中，经过筛选分类后，精准推送给合适的 APP 和

用户。 

 

所有的客户即是网易有料的客户，又是网易有料的渠道。 

1）有料分发的同时，也保护原创内容的版权，只有授权内容才会分发，并提供



相应的数据跟踪给客户。 

2）有料提供流量引回功能，保障原创内容的权益也保证分发渠道的权益，实现

共赢的方式。 

 

7. 数据监控和报表分析	

有料提供所有的客户全面的数据监控服务。 

通过网易大数据的分析，客户通过 CMS 管理平台，可以查看跟自己的应用相关

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1）应用的基本数据、PV\UV 

2）各个频道的曝光量和 PV 

3）各个频道的曝光转化率 

4）文章的曝光转化率 

5）文章的 PV 趋势 

6）热门文章分析 

7）用户的操作行为分析 

8）分时段用户场景分析 

9）用户画像等 

	
 

8. 个性化推荐	

有料根据客户的 APP 场景定制化信息内容 

1）根据网易大数据分析，结合 APP 用户的特性、行为和画像，通过智能算法，

推送给每个用户感兴趣的内容。 

2）当用户在长时间阅读某一类内容时，也会在相应的位置推荐他更多的相关内

容进行深度阅读。 

3）符合用户兴趣的内容进行扩展性关联，推荐同类热点信息进行广度阅读。 



 

 

【扩展功能】	

除了上述的基本功能外，有料提供了更多的扩展功能插件，以满足不同类型客户

的需求。 

1. 内容采编	

主要针对媒体型的客户，提供内容采编功能。 

1）开通权限的客户可直接在管理平台上申请采集的来源和详细需求，有料将为

客户采集相关内容，并进行基本过滤，符合要求的内容提供给客户进行采编工

作。 

2）内容包括文章、图文、图集、视频和直播等，所有提供采编的内容也将符合

有料的质量标准规范。 

	

2. 广告设置	

针对流量型且有变现压力的客户，有料提供广告变现服务。 

1）区别于传统的广告接入方式，嵌入信息流中，且内容更加个性化，经过大数

据和智能算法的推荐，更符合用户的兴趣和调性。 

2）广告同时也提供给客户更多的自主权，用户可在 CMS 管理平台设置广告的范

围、类型。 

3）此外分发渠道多，广告更加精准，变现效率是传统的 15 倍+。 

 

3. 消息推送及召回	

有料通过推送功能，将智能推荐的内容，直接推送给未打开 APP 的用户。 



1） 精准推送可以增加用户的日活率 

2） 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对文章的 PV 增长和分发都会有很大作用 

3） 精准的推荐还可以对沉默用户进行召回，有料将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以达

老用户回流的目的，同时再推荐更多个性化内容扩展和深度阅读，提升用户

的留存和粘度，提高沉默用户变为忠实用户的转化率。 

 

4. 用户互动	

有料提供跟用户互动的功能插件，如云跟贴、点赞、分享等，满足不同客户的需

求，提升用户粘度和活跃度。 

 

5. 专题编辑和模版	

同样针对媒体型客户，提供内容采编以外，有料提供多种专题模版样式，客户通

过 CMS 管理平台，选择需要的专题版式，再选择合适的内容或自建稿件进行填

充，即可以专题的形式推送到信息流，以满足用户的专题性深度阅读。 

 

6. 视频直播插件	

网易有料提供视频内容外，还提供直播功能，作为部分 APP 的内容补充。 

1） 提供直播的来源及内容也会严格经过网易云安全审查，对敏感违禁的内容进

行过滤。 

2） 可以提供视频录制、直播功能，客户可以针对自己的特性，制作一些独家的

讲座、专访等。 

 

7. 话题功能	

除网易有料内容库提供的分类外，还会针对热门事件、最近关注点等制作一些话

题内容供客户选择。 

3） 直接通过 CMS 管理平台选择我们制作好的话题，添加到对应频道里 

4） 提供客户自主创建话题，把话题的主要特征通过 CMS 管理平台提交，会收到

经过大数据和推荐系统筛选过的符合话题的优质内容。再把话题内容推送到

对应的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