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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O的基本概念介绍



随着互联⽹上海量信息的不断增⻓，⽹⺠为了获得⾃⼰需要的信息⽽对搜索引擎的依赖也越来越
⾼，⽽⼀般的⽹站流量来源中搜索引擎占了很⼤的⽐例，因⽽如何让⽹站针对搜索引擎进⾏优化
是⽹站管理员⼀项⾮常重要的⼯作。 

本⼈多年前的两个⽹站“电话区号查询”和“邮政编码查询”在做成以后很⻓时间基本上没有怎么
管，但却多次有⼈主动与我们联系放⼴告，后来我们查看发现在百度、Google中搜索“电话区
号”、“⻓途区号”、“邮编查询”、“邮政编码”等关键词，结果都是我们的⽹站名列前茅，由此带
来⼤量的访问者。这其实都是⽆⼼插柳的效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意中符合了搜索优化的
原则。

引⼊



搜索优化起源于国外，英⽂名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另外还
有SEM: Search Engine Marketing，也
就是搜索引擎营销，这在国外已经发展成
相当有影响的领域 

每年都有全球的SES (Search Engine 
Strategies)搜索引擎战略⼤会，本⼈也
曾参加2006年3⽉在南京举⾏的全球搜
索引擎战略⼤会

起源、缩写



搜索器：爬取⽹⻚ 

索引器：抽取索引 

检索器：查找排序 

⽤户界⾯

搜索引擎组成



搜索引擎优化的⽬标、原则和⽅法如下： 

⽬标：⽹站以其核⼼关键词在主流搜索引擎（国内主要为百度、
搜狗等，国外为Google, Bing等）中获得优先的⾃然排名。 

原则：浏览⽤户喜欢的就是搜索引擎喜欢的，⽹站除对⽤户友好
外还要对搜索引擎友好。 

⽅法：不是某⼀个简单的技巧，⽽是贯穿于⽹站策划、建设、维
护、推⼴全过程的每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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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诀窍： 搜索引擎的⽬标是为浏览者推荐优质的⽹站，因此⽹站为浏览者提供独特、新鲜、稳
定的信息和服务就会受到搜索引擎的亲睐。 

⚠ 提醒：SEO不可忽略，也不可迷信。过分倚重搜索引擎⽽忘记了浏览⽤户的体验就本末倒置

了。

诀窍和提醒



2 精⼼做好关键词选择和放置



站在⽤户⻆度考虑，考虑⽹⺠常⽤哪些关键词搜索。 

将关键词扩展成系列词组及短语（可⽤Google / Baidu等⼯
具） 

将关键词进⾏多重排列组合，例如列出同义词、近义词、组
合词等 

不要⽤太⼴泛的关键词（如电话区号查询不要⽤“电话”）。 

⽤⾃⼰的品牌做关键词，⼀般品牌关键词在Title中放在产品
/服务的后⾯。

关键词选择注意要点

关键词中使⽤地理位置（各地名称+核⼼关键
词，如“武汉电话区号”）。 

参考竞争者使⽤的关键词，看别⼈是如果吸引
流量的。 

不⽤与⾃⼰⽆关的关键词（不⽤⽆关热⻔词、
竞争对⼿品牌，避免作弊）。 

控制关键词的数量（⼀⻚三个词以内，如果词
太多就做成多⻚）。

关键词是搜索引擎优化的核⼼，需要精⼼选择核⼼关键词，围绕核⼼关键词来排列组合产⽣关键词短语和句⼦。



在⽹⻚⽂本中适当出现关键词，关键词在⽹⻚⽂本中占的⽐例就是关键词密度，⼀般在1%-7%
范围内为佳，不要不出现或者过分堆砌。 

不过现在搜索引擎对这⼀项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看重，所以我们不⽤太教条，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关
键词就可以。

关键词密度注意要点



关键词可放置在⽹⻚代码中的标题Title，Meta标签（关键词Keywords及描述Description）中 

关键词可放置在⽹⻚正⽂最吸引注意⼒的地⽅（顶部、左边、标题、正⽂前200字等） 

关键词可放置在超链接⽂本（相关推荐、友情链接）中 

关键词可放置在Header标签（<H1>含关键词的标题</H1>、<b>含关键词的加粗字体</b>）
中 

关键词可放置在图⽚Alt属性中

关键词分布注意要点



Title要简短精练、⾼度概括、含关键词。 

关键词要在Title的前⾯部位。 

Title要组织成符合语法的短语，避免罗列。

标题TITLE注意要点



可以在⽹⻚Meta中直接添加关键词，不过因为太多⼈利⽤这种办法来作弊，搜索引擎⽬前已经
不关注这个数据。

关键词KEYWORDS注意要点



⽤简短的句⼦说明本⻚主要内容。 

在描述中出现的关键词要与正⽂内容相关。 

同样要注意简短，字符数在260以内。 

补充Title和Keywords未能表述的内容。

描述DESCRIPTION注意要点



⼀个⽹站中的所有⻚⾯都有⼀样的标题、描述和关键词的情况是明显的失误。 

⾸⻚、分类⻚、栏⽬⻚以及每个内⻚应该都有针对性的单独标题、描述和关键词。

提醒



3 ⽹⻚设计针对性优化



⽬录层次：图形、脚本等可以单独放，⼩型⽹站可采⽤⼀级⽬录，例如：http://
www.name.com/dir1/page.htm ，⼤型⽹站可采⽤⼆⾄三级⽬录，例如：http://
www.name.com/dir1/dir2/dir3/page.htm，但不要超过四层。 

⽬录及⽂件命名：可⽤拼⾳、英⽂关键词、“-”为分隔符，URL越短越好。 

绝对URL与相对URL：部分搜索引擎不太在意是采⽤绝对URL还是相对URL，所以这个不做特别
规定。 

动态URL：⽹址中包含“?” “=”“%”“&”“$”等符号对SEO很不利，应设法静态化⽹⻚。

⽬录结构和URL（清晰、简短、规范）注意要点



主导航醒⽬清晰：主栏⽬在⾸⻚第⼀屏醒⽬位置，要⽤⽂字⽽不要⽤图⽚、Flash链接。 

⾯包屑型路径：主导航到⽬标⽹⻚的访问路径，如 “实⽤查询：⾸⻚ > ⽣活类 > 疾病查询”。 

⾸⻚突出重要内容：热点、重点要反复突出。 

使⽤⽹站地图：⽹站地图的特点是静态、直观、扁平、简单，⽤户可以使⽤普通⽹站地图，
Google使⽤专⻔Google Sitemaps，有⾃动⽣成⼯具可帮助⽣成这样的⽹站地图。

导航结构（栏⽬、菜单、帮助、布局等统称）注意要点



搜索机器⼈不喜欢框架，尽量不⽤frame，这种⽹⻚结构过时了。 

⼀定要⽤框架结构的话要增加“Noframe”标签（内含关键词及链接）。 

可⽤iframe，搜索机器⼈认为iframe是另外⼀个⽆关⻚⾯。

框架结构注意要点



搜索机器⼈看不懂图像，尽量不⽤图像制作导航。 

为图⽚Alt属性增加搜索引擎可⻅的⽂本描述（含关键
词），在图⽚周围增加描述⽂字、header。 

压缩图像⽂件⼤⼩，要做减⾊、缩⼩、压缩分辨率、⼤
图切割等。

图像优化注意要点



搜索机器⼈看不懂Flash，尽量少⽤Flash，⽬前逐步转向HTML5动画。 

加辅助HTML版本。 

把Flash嵌⼊HTML⽂件。 

⽤付费搜索引擎登录。

FLASH优化注意要点



⽤表格分隔⻓篇⽂字。 

不要内嵌套太多表格。

表格使⽤注意要点



采⽤CSS样式来进⾏⽹⻚减肥，提升美观程度并保持⻛格统⼀。 

把JavaScript移到⻚⾯底部，可外置.js⽂件。

⽹⻚减肥注意要点



搜索机器⼈难理解“?”“= ” “%”“&”“$”，少在⽹址中带有这些符号。 

模拟静态化，如在MediaWiki和Drupal⾥⾯可以⽤Apache Rewrite规则重写URL。 

建⽴静态⼊⼝，“静动结合、以静制动”，把重要内容静态化，不要怕麻烦，⾸⻚尽量⽤纯静态⻚
⾯。 

付费收录。 

尽量不⽤“?””Session ID”，参数不要超过2个。

动态⻚⾯注意要点



⽹⻚设计师⼀般从美观上考虑更多，程序开发⼈员⼀般从功能上考虑较多，需要让他们在⽹站建
设⼯作中了解和运⽤SEO相关知识。

诀窍



4 获得⾼质量外部链接



⾼质量外部链接的数量 

Google的PageRank：让链接来“投票”

搜索引擎排名的重要依据



重要分类⽬录的链接及已加⼊⽬录的⽹站的链接。 

与你的主题相关或者互补的⽹站。 

PR值不低于4的⽹站（⽬前PR值已经不重要）。 

流量⼤、知名度⾼、频繁更新的重要⽹站。 

具有很少导出链接的⽹站。 

以你的关键词在搜索结果中排名前三位的⽹站。 

内容质量⾼的⽹站。

⾼质量导⼊链接的参考标准



质量不⾼的链接也被称为垃圾链接，对排名不起作⽤或者起反作⽤，如下这些都可以算为垃圾链
接： 

在留⾔板、评论或者BBS中⼤量发帖夹带⽹站链接。 

已经加⼊太多导出链接的⽹站。 

加⼊Link Farm、⼤宗链接交换程序、交叉链接，与⼤量会员⽹站⾃动交换链接。

质量不⾼的链接



向搜索引擎分类⽬录提交⽹站。 

寻找⽹站交换链接。（寻找对象可以是已加⼊搜索引擎分类⽬录的相关⽹站、与你的竞争对⼿链
接的相关⽹站、⽣意链中的对象，联系时提供链接代码，⼀对⼀联系⽽不是垃圾邮件群发。) 

⽹站被主动链接或者转载。 

在重要⽹站发表专业⽂章。 

在所在的⾏业⽬录提交⽹站。

获得⾼质量导⼊链接的⽅法



核查⼯具：在搜索引擎中搜索link:www.域名.com可以得到外部链接的情况。 

导出链接：适量、适当的导出链接可以获得好印象；但不要过多，⼀般控制在15个以下。 

内部链接：增加相关⽂章等内部链接；建⽴多个⼆级域名，⼦⽹站之间链接可以获得好印象。 

消除死链接：在搜索引擎发现你的⽹站的死链接以前，最好⾃⼰检查到并修补，批量检查的⼯具有
Xenu等。 

关键词链接⽂本及上下⽂语义：导⼊、导出、内部链接的链接⽂本含有关键词会获得好印象；搜索引擎
会对链接周围的上下⽂分析。

诀窍



友情链接、登录⽬录⽹站的重要性现在已经不如以前，不⽤花费太⼤的⼒⽓，做好⼏个⾼质量链
接即可，关键还是要做出⽤户需要的信息，这样也⾃然会有更多⼈引⽤，从⽽增加外部链接。

提醒



5 收录和展示效果不理想的应对



新的⾼排名⽹站隔离检查⼏个⽉。 

新⽹站优待，然后正常。 

⽼⽹站也有可能定期被重新关⼊沙盒审查。

GOOGLE及百度的沙盒效应



⽹站⾃身更新频率。 

⽹站的结构。 

服务器、带宽的性能。 

PR值的⾼低。 

Meta “revisit-after”。

搜索引擎对⽹站数据更新快慢的因素



⽹站维护得⼒是搜索引擎经常更新数据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在⽹站中嵌⼊流量统计代码，随时
观察访问来源和搜索关键词这两个重要指标，有针对性修改完善⽹站。 

搜索引擎收录展示效果没有办法精确控制，其带来的流量波动不可避免，在低⾕时除了检查是否
有不利于SEO的技术问题以外，再就是应该始终坚持为浏览者提供⾼质量的内容服务。

诀窍



6 针对⼿机⽤户的优化



我们⾃⼰的⽹站统计分析后台中可以看到，⼿机⽤户的⽐例是逐年上升，由最开始的5%以下逐步上升并在
⼏年内迅速发展，⽬前在⼈们⽣活、娱乐主题的⽹站⽅⾯，⼿机流量已经是⼤部分，在与⼯作、学习主题的
⽹站⽅⾯，⼿机流量也接近⼀半。 

虽然只是⼀个浏览终端的改变，但实际上需要在⽹站上做很多变动以适应，否则让⼿机⽤户直接浏览PC⽹
站的话，会造成浏览缓慢、导航不清、⻚⾯过宽、字体太⼩、点击不便等各种问题。 

前⾯说了，对⽤户友好就会获得搜索引擎⻘睐，⽽上⾯说的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户体验不佳，搜索引擎⾃然
也不会把这样的⽹站排在⼿机⽤户⾯前。 

所以必须对传统的PC⽹站进⾏针对⼿机⽤户的优化⼯作。

移动互联⽹趋势



⼀种技术是PC⽹站不变，⽽专⻔做⼀个对应的⼿机⽹站出来，内容可以与PC⽹站保持⼀致，但
采⽤专⻔的⼿机适配⽹站主题，在⽹站服务器上对来访⽤户的终端进⾏判断，PC⽤户访问PC⽹
站，⼿机⽤户访问⼿机⽹站。 

另⼀种技术是采⽤⾃适应技术，PC和⼿机终端都是访问的同⼀个URL，通过CSS媒体查询来控
制显示效果，对宽屏的PC或者平板电脑显示传统的PC⽹站效果，对窄屏的⼿机显示适合⼿机展
示的效果。

⼿机端两种办法



7 加速移动⻚⾯AMP和百度
MIP



AMP是英⽂Accelerated Mobile Page 的缩写，就是“加速移动⻚⾯”的意思，顾名思义，是⼀种让⼿机浏览⽹⻚速度更快的技术，由Google公
司于2015年底提出，从2016年开始逐步推⼴。 

AMP由三个部分组成：AMP HTML、AMP JS和AMP Cache。 

AMP HTML是AMP的技术核⼼，描述⽹⻚所⽤的标记语⾔，相当于普通⽹⻚使⽤的HTML的⼦集。AMP HTML在图像显示等⽅⾯使⽤与HTML
不同的专⽤标签，另外还限制了HTML部分功能的使⽤。 

AMP JS是⼀套AMP专⽤的JavaScript库，保证AMP HTML的正确和快速显示。除此之外，AMP JS还负责在只⽀持普通HTML的浏览器中担任
桥梁，使其能正确⽀持AMP HTML的专⽤功能。AMP HTML中可以调⽤该函数库。AMP不允许像普通Web⻚⾯那样⾃⼰随意调⽤JavaScript。 

AMP Cache是缓存并传输AMP⻚⾯的CDN，进⼀步提⾼AMP⽹⻚的性能。⽤户在搜索引擎中点击AMP⽹⻚时，实际上访问的是优化后的缓存
⻚⾯，因此访问速度超级快。Google的AMP Cache名为Google AMP Cache，其它⽀持AMP技术的搜索引擎使⽤⾃⼰的Cache对⽹站提供
CDN加速服务。

ACCELERATED MOBILE PAGE



MIP是Mobile Instant Pages的缩写，也就是移动⽹⻚加速器的意思，是百度公司在中国国内
推出的⼀项与AMP类似的技术，也是由专⽤MIP HTML、MIP Javascript库和百度CDN三个部
分组成，虽然也是开源的，但⽬前只有百度⼀家搜索引擎在采⽤，国外的搜索引擎及国内的搜
狗、360等都⽀持AMP去了，不⽀持MIP。百度现在是MIP和AMP都⽀持。其MIP⻚⾯中的⼴
告组件现在只⽀持投放百度联盟的⼴告。由于国内互联⽹环境限制了国外搜索引擎进⼊国内发
展，所以针对国内⽹⺠的⽹站可以考虑采⽤百度MIP技术来改造⽹站，通过投放百度联盟⼴告获
得收⼊。

MOBILE INSTANT PAGES



8 避免SEO作弊



关键词堆砌。 

虚假关键词。 

隐形⽂本/链接。 

重定向跳转。 

偷换⽹⻚。 

常⻅作弊⼿段

复制站点内容。 

桥⻚/⻔⻚。 

隐形⻚⾯（不同访问者返回不同⻚）。 

重复注册。 

垃圾链接。 

包含指向作弊⻚⾯的链接。

搜索引擎优化是⼀种不花钱就可能获得⼤量流量的⼿段，因此有⼈专⻔研究如何来作弊以获得利益。



在搜索引擎的初级阶段对于以上⼀些作弊⼿段还⽆法准确判断，但随着技术不佳的搜索引擎被淘汰，留下的
主要搜索引擎都在这⽅⾯加强了⼒量，并随时跟踪最新的作弊⼿段，让搜索结果公正、准确。 

Baidu惩罚措施：降低排名、过滤部分内容、完全排除。 

Google惩罚措施：PR=0、忽略导⼊链接、排名突降、⽹站搜不到。 

搜索引擎检测作弊是⾃动侦测和⼈⼯监控结合，当然也会偶然出现误判的情况，搜索引擎留有提交表单，接
受⽤户投诉，也接受⽹站申诉。 

⚠ 提醒：作弊的⽅式往往短期内可以得逞，但⻓期来说效果不会好，更⽆法成为⼀个⽹站持续发展的基础。

搜索引擎对作弊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