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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显示了如何优化您的网页以在Google上进一步推广。 我们会对所有SEO因素进行审核，以帮助
其在自然搜索结果中排名较高并吸引更多搜索流量。 如果您的网页没有针对这些因素进行优化，则成
功的可能性不大

页面SEO

页面搜索引擎优化因素对自然搜索结果中的网页排名有很大影响。 如果您的信息页没有针对这些因素
进行优化，则不太可能成功推广。 您可以自己解决大多数检测到的错误，也可以将其委托给开发人员
或Semalt团队。

Title
高优先

Title标签超过了建议的60个字符的长度。
ESSGOO | Transform, Start Here For Car Stereo, Car LED Lighe
& Tool
长度 67 个字符 (536) 像素

title标签是定义网页title的基本HTML元素。 这是用户在SERP上看到的第一条可点击标题。 当您在外部网站上共享
时，它也显示为浏览器选项卡的名称，并显示为页面的描述。 一个好的title标签应为20至60个字符长，包括空格，并
且必须准确，简洁地描述网页的内容。

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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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整个网站的title标签中使用目标关键字，以确保它们与您的内容相关。

2. 观看title的长度。 搜索引擎会截断标题过长的title，因此请尽量将标题保持在60个字符以内。 另外，请考虑使用
窄字母以适合600像素的容器。

3. 使您的title可读。 它必须告诉用户您网站的内容并保持连贯性。

4. 为您网站上的每个页面创建唯一的title标签。 切勿使用默认页面，例如“首页”或“产品页面”，因为这些页面看起
来像具有重复内容的页面。

5. 注意标点符号。 搜索引擎将逗号视为关键字之间的分隔符，因此请谨慎使用它们，以避免创建您不想排名的短
语。

6. 如果您拥有知名品牌，请考虑将其名称放在title标签中。

7. 在您的HTML文档中，仅在head标签内部仅使用一次title标签。

Meta description
高优先

Meta description超过了建议的160个字符的长度。
ESSGOO | Re-empower the "aging" automobile market, and
strive to serve more creative car own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driving experience. For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 For high economic product | For the drive worry-free To you
The Best Car video player | LED light | Car tools
长度 290 个字符 (2320) 像素

Meta description是在SERP上title标签和URL下显示的网页的摘要。 当您在外部站点上共享网页时，它也是可见的。
Meta description通常包含其他关键字，并且不能超过两行。

1. 在长度和内容值之间找到平衡。 即使Meta description可以是您想要的，但我们建议您将其保留在60-160个字符
之间。 同时，将有关您网站的宝贵信息放入其中，以吸引用户。

2. 明智地使用关键字。 Meta description是一种“广告”您的网站的方法，因此您可以在其中放置一些关键字，以提
高内容与用户搜索查询的相关性。 但是，不要仅仅通过一个接一个地放置关键字就弄乱了您的描述。

3. 使您的描述与搜索词匹配。 Google会在与搜索查询相对应的元描述中加粗单词和短语。 如果您的描述中包含这
些内容，则很可能会引起用户的注意

4. 为您网站上的每个页面创建唯一的Meta description。

如何提高

摘要预览

 桌面

http://essgoo.com/

ESSGOO | Transform, Start Here For Car Stereo, Car LED Lighe
ESSGOO | Re-empower the "aging" automobile market, and strive to serve more creative car own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driving experience. For perfect a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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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ssgoo.com/

ESSGOO | Transform, Start Here
For Car Stereo, Car LED Lighe

ESSGOO | Re-empower the "aging"
automobile market, and strive to serve
more creative car own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driving experience.
For perfect a

简而言之，片段是出现在SERP上的一个框，其中包含title标签，URL和Meta description。 基本上，它涵盖了用户登
陆您的网站之前在搜索结果页面上看到的所有内容。 如果您想通过搜索引擎吸引受众，则高质量的摘录至关重要。

有常规，丰富和精选的摘要。 前一种类型仅包含上述信息，而富类型还显示用户对网站的评分以及URL和Meta
description之间的其他额外信息。 您可以通过将结构化数据合并到网站的代码中来添加此信息。 至于精选片段，它
们会在Google SERP中作为答案框出现，其中包含一段文字或项目符号列表，有时还附有图片。

1. 使title长度为20至60个字符。 搜索引擎切断较长的title，用省略号代替多余的单词。

2. 创建一个有价值的网站描述。 尝试以自然的语调写出易于理解的文字。

3. 在title和说明中使用关键字。 相关关键字可能有助于将您的网站移至SERP的顶部，因此请确保将其包含在摘要
的每个部分中。

4. 整理网站内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其代码中添加结构化数据。 使用列表并将页面上的文本分成几部分。 这将
帮助您获得丰富或精选的摘要。

5. 如果您希望您的代码片段具有特色，请优化您的关键字以适合问题类型的搜索查询。

如何升级

标题
中优先

我们在页面上找到了以下标题

<H1> 1 标题

1. Easy · Economic · Energetic

<H2> 1 标题

1. Let you go home s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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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5 标题

1. EGO Recommend
2. Brands
3. Transform, Start Here
4. About ESSGOO
5. Transform, Starts Here!

<H4> 9 标题

1. My Account
2. Shopping Cart
3. My Account
4. 😈 Boys & Girls ~~  You had been received a 20% discount   What else do you want? ?   
5. EASY • ECONOMIC • ENERGETIC
6. About ESSGOO
7. Product collection
8. Essgoo Policy
9. JOIN TODAY

<H5> 6 标题

1. Car Stereo
2. Car Light
3. Accessories
4. ESSGOO AS8001 Single Din 8-inch Android Autoradio Head Unit Stereo From $120.00
5. ESSGOO AR7001 7" Android 10 Autoradio Mit Bluetooth GPS Navigation MP5 16GB WiFi From $103.50
6. ESSGOO TS0003 Car Stereo Dual Bluetooth USB MP3 Player $30.50

<H6> 0 标题

标题是HTML文档的元素，可将网站内容分为多个部分，以使其结构化和可读性。 它们通常包含优先级最高的关键
字，这些关键字使Web复制与用户的搜索查询更加相关。 带有正确标题和副标题的结构合理的文本可以提高您的网
站在SERP上的排名，因为搜索引擎认为它是合适的内容。 此外，得体的结构可以改善用户体验，因为人们不必浪费
时间扫描大量文本，而只需关注标题即可找到所需内容。

1. 使用H1title可以使页面的主要主题成为焦点。 可以将其视为告诉读者内容的书名。

2. 使用H2和后续标题将您的“书”划分为“章节”。 即使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没人想读很长的纯文本。 部分将使
您的网络副本更具可读性，并让用户快速对其进行扫描以进入他们感兴趣的部分。

3. 在标题中包含关键字。 这可以帮助Google了解您页面的上下文并确定其与搜索查询的相关性。

4. 针对特色片段优化标题。 内容越结构化，越有机会进入答案框。

5. 在页面上只能使用一次H1标题。 太多的H1会使用户的内容混乱，因为用户将其视为title。

6. 简短但有趣。 简洁明了的标题将帮助您引起用户的注意。

保养方法



网页分析器 essgoo.com
11月 18, 2021

九凌网络 掌握谷歌seo核心技术 网址：https://www.syoseo.com 电话/微信：
13918719992 第 6

页/
共 43页

网站图标
低优先

您的网站上有一个网站图标。

Favicon是显示在浏览器选项卡，书签，工具栏应用，搜索广告，历史记录（有时甚至是SERP）上的微小图片。 它们
是您的品牌或产品的图形表示。 网站图标也可以显示为网页快捷方式的图像。

Google在移动和桌面搜索结果的摘要中显示了收藏夹图标。 拥有一个对品牌识别很重要。 如果您没有图标，则会向
用户显示暗灰色的地球仪或空白文档。 网站图标可增强您网站的信誉，并帮助人们在书签中更快地找到它。

1. 在您网站的所有页面上使用相同的图标。 一致性增加了品牌知名度和用户体验。

2. 把事情简单化。 网站图标的大小不能超过16x16像素，因此请勿尝试将网站上的所有内容都塞满图标。

3. 使它丰富多彩。 这样，它将在浏览器选项卡或SERP的白色背景上更加明显。

4. 使用正方形设计而不是圆形。 这将增加创建收藏夹图标时可以使用的区域。

5. 避免切换到斜体。 常规字符在很小的空间内更容易阅读，因此，如果徽标上有一些用作收藏夹图标的文本，请
不要将其斜体显示。

6. 使您的网站图标可抓取到Google。

7. 请勿经常更改添加您的收藏图标的URL。

8. 切勿使用不合适的图像。 如果您将仇恨或色情符号放入收藏夹中，则Google会用标准图标替换它。

保养方法

页内链接 我们在页面上找到了67 链接

 

内部连结 (94%)

外部链接（NoFollow）： (6%)

外部链接（Follow）： (0%)

链接 跟随 锚

https://twitter.com/essgoo 跟随 没有锚文字

https://www.facebook.com/Essgoo.O�cial 跟随 没有锚文字

https://www.instagram.com/essgoo_o�cial/ 跟随 没有锚文字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8FSdUfjZmE6Oi_EUzoA

8w
跟随 没有锚文字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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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跟随 锚

链接 跟随 锚

https://essgoo.com/ 跟随 没有锚文字

https://essgoo.com/account/login 跟随 Login

https://essgoo.com/account/register 跟随 Create Account

https://essgoo.com/ 跟随 没有锚文字

https://essgoo.com/ 跟随 Products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car-audio-video 跟随 Car Stereo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double-din 跟随 Double Din Stereo Audio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single-din 跟随 Single Din Stereo Audio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led-light 跟随 Car Light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car-head-light 跟随 Auto Head Light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auto-work-light 跟随 Auto Work Light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special-sell 跟随 Accessories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auxiliary-parts 跟随 Auxiliary Parts

https://essgoo.com/collections/special-sell 跟随 Vehicle Tools

https://essgoo.com/ 跟随 Community

https://essgoo.com/blogs/video-in�uencer 跟随 Video In�uencer

https://essgoo.com/blogs/contest/big-event-550-reward-for-yo

u
跟随 Contest & Game

https://essgoo.com/pages/support 跟随 Support

https://essgoo.com/blogs/tutorials 跟随 Tutorials

https://essgoo.com/blogs/download-center 跟随 Download Center

内部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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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跟随 锚

https://essgoo.com/pages/car-stereo-faq 跟随 FAQ

https://essgoo.com/pages/contact-us 跟随 Contact us

https://essgoo.com/ 跟随 About Us

https://essgoo.com/pages/essgoo-brand-story 跟随 About ESSGOO

https://essgoo.com/blogs/news 跟随 News Easy Go

https://essgoo.com/pages/for-dealer 跟随 Become Essgoo's Dealer

https://essgoo.com/account/login 跟随 My Account

https://essgoo.com/account/login 跟随 Login

https://essgoo.com/account/register 跟随 Create Account

https://essgoo.com/blogs/contest/big-event-550-reward-for-yo

u
跟随 没有锚文字

显示更多的URL

页内链接是指向给定网页的内部和外部链接的集合。 前一种类型表示放置在同一域内的链接，而后一种类型定义指
向该域之外的链接，指向所讨论的网页。 它们以锚文本显示，锚文本是一个可见元素，一旦单击，便会将用户带到
链接所指向的页面。

此因素不会影响您页面的优化得分。 但是，仍然必须确保在您的网站上进行直接导航并创建适当的页面排列。

1. 使用明确定义的锚文本，而不要使用裸露的链接。 在您的内容中嵌入链接时，最好隐藏那些“ HTTP”并斜线元
素，因为它们可能会在页面上令人讨厌。 显示链接指向的锚文本效果很好。

2. 确保您的锚文本不长句子。 如果它包含太多可点击的单词，则可能会使用户绊倒并看起来不自然。

3. 放置指向用户可能感兴趣的所有页面的链接。 页内链接就像组成网站上道路网络的互连线一样。 将它们放在正
确的位置，以便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到达目的地。

4. 在现有内容中插入链接以指向新创建的页面。 通过将一部分链接汁定向到该链接汁，可以帮助Web爬网程序更
快地访问它，从而加快索引编制速度。

5. 如果您要在整个网站上构建导航策略，请确保使用跟随样式的链接。 如果您要创建更精确的层次结构，则没有
必要放置nofollow。

如何升级

文字/HTML比率 21%
分析页面的文本/HTML比减大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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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HTML比率是一种度量，以百分比形式显示给定网页上的文本符号数量与HTML元素数量的比较。 换句话说，
它指示使用了多少代码来使您的内容可见。

低文本/HTML比率不会直接影响页面的优化得分，因为它不是排名因素。 但这可能意味着滥用代码来显示可见内容
的想法，从而损害了网页的性能。

1. 检查您的代码是否存在语法错误和不必要/缺少的元素。 遵循验证方法，以使爬网程序和人员可以轻松访问您的
网页。

2. 扩展页面上可见的文本部分。 内容越深入，对于搜索引擎来说就越值得注意，并且您的文本/HTML比率就越
高。

3. 保持代码精简，使其看起来更优美。 因为太多的字符串，块，空格和制表符不仅会使页面过饱和，而且会限制
其加载速度，所以最好使用尽可能少的字符串。

4. 不要使用不必要的表格，图像，字体和Javascript元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些内容，网页就可以发挥最佳
性能。 但是，有些仍然倾向于超越它们，从而牺牲了加载速度因子。

5. 删除所有可以删除的内容，而不会影响内容的显示方式。 一旦代码干净整洁，并且图像被压缩，就对布局和文
本执行相同的操作。

如何升级

图像ALT属性
中优先

我们在页面上找到了31 图片 图片。
1 alt 属性为空或丢失。

图片网址 ALT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about_adda1e1b-2bf2-4537-b155-d3b34

5d05045_2048x2048.jpg?v=1627989571
缺失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OO_LOGO_8ed7150a-b9e3-4b59-9

ab5-d4dcbad070bf_360x.png?v=1624878155
ESSGOO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banner2_300x300.jpg?v=1635411537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_d11f0a09-28f2-4a10-934b-b811c100e

a91_300x300.jpg?v=1632820984
Let you go home safer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OO-Anniversary-20_OFF_1_300x30

0.jpg?v=1632534084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02_5561ac6d-4476-4da4-87ad-8cd93b9

5e60a_300x300.jpg?v=1625036720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1_d8a06e78-2856-442d-a258-25b972f

abd3e_300x.jpg?v=162511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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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址 ALT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3_9546f47e-039e-4a1a-977c-6adc0c9f

fe97_300x.jpg?v=1625111775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5_1dd5e53f-3ad7-4019-a81d-40c3a9b

337df_300x.jpg?v=1625111778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09_9a17d4fa-c9cf-4b65-8310-dd37e6bc

e39b_300x300.jpg?v=1625110825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products/2_2246a1bd-49d3-4b3a-b4b9-eea6

ba7ed3ed_300x.jpg?v=1634725828

ESSGOO AS8001 Single Din 8-i

nch Android Autoradio Head Un

it Stereo - | TRANSFORM, STAR

TS HERE | Easy . Economic . En

ergetic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products/1._300x.jpg?v=1628818219

ESSGOO AR7001 7" Android 10

Autoradio Mit Bluetooth GPS N

avigation MP5 16GB WiFi - | TR

ANSFORM, STARTS HERE | Eas

y . Economic . Energetic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products/00_300x.jpg?v=1631334644

ESSGOO TS0003 Car Stereo Du

al Bluetooth USB MP3 Player - |

TRANSFORM, STARTS HERE |

Easy . Economic . Energetic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0_160x160@2x.jpg?v=1624883050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2_22123c3d-9819-44ce-8c51-010d3f5

b4b24_160x160@2x.jpg?v=1624883051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07_f287bac5-7a75-4403-8ead-268c81f4

36e3_160x160@2x.jpg?v=1624875279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6_0db43fda-cbb3-4077-8082-5755961

2755e_160x160@2x.jpg?v=1624883060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8_160x160@2x.jpg?v=1624883110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30_160x160@2x.jpg?v=1624883112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38_160x160@2x.jpg?v=1624883123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39_160x160@2x.jpg?v=1624883155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0_160x160@2x.jpg?v=1624883158 Logo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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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址 ALT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1_160x160@2x.jpg?v=1624883162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2_160x160@2x.jpg?v=1624883198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3_160x160@2x.jpg?v=1624883202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0_160x160@2x.jpg?v=1624883206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1_160x160@2x.jpg?v=1624883264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2_160x160@2x.jpg?v=1624883267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3_160x160@2x.jpg?v=1624883271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4_160x160@2x.jpg?v=1624883274 Logo image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5_160x160@2x.jpg?v=1624883277 Logo image

ALT属性或标签是替代文本，用于在无法加载图片时传达图片上的内容。 它还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在使用辅助屏幕阅读
器浏览您的网站时更好地了解您的图片。

ALT标签对于SEO至关重要，如果使用不当或根本不使用，可能会影响您在网页分析器中的页面得分。 当属性为空
时，您会错过图像搜索带来的部分流量。 此外，Google会密切关注ALT标签以及在为您的页面编制索引时它们与您的
内容的关系。

1. 将ALT属性添加到您网站上的所有图像。 为所有图片使用替代文字元素以确保始终如一的优化是至关重要的。

2. 编写ALT属性时不要乱动。 尽可能具体，以使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看不到图像的用户都可以通过阅读标签来了解
图像上显示的内容。

3. 请勿将ALT文本放入一系列复杂的句子中。 它应该是描述性的，但应明确且与给定页面上的内容相关。 请勿超
过125个字符，以防止屏幕阅读器将其削减。

4. 为了获得更多SEO好处，将一些关键字添加到您的ALT属性中也没有什么坏处。 确保它们自然适合并且与图像上
显示的内容相关。

5. 仔细添加关键字。 您不想将它们的数组填充到每个ALT标签中。 对一个属性使用一个目标关键字（如果可
能），以避免与垃圾SEO策略相关联。

如何提高

最常见的单词
中优先

关键字一致性低。
分析页面的关键字一致性较低。

页面上最常见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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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计数 Title Meta description 标题 Alt标签 内容 密度

logo 18

image 18

essgoo 17

the 12

and 11

字 计数 Title Meta description 标题 Alt标签 内容 密度

logo image 18

image logo 17

starts here 5

car stereo 5

transform sta
rts 5

页面上最常见的2个词组

字 计数 Title Meta description 标题 Alt标签 内容 密度

image logo i
mage 17

logo image lo
go 17

transform sta
rts here 5

starts here ea
sy 4

here easy eco
nomic 4

页面上最常见的3个词组

最常见的单词是在给定网页上最经常重复的单词。 计算其密度而不是总字数，并以星号表示。 如果您所有的目标关
键字在密度上均达到1星评级，则它们使用的时间不足以确保该页面与您要排名的短语相关。

本部分显示最常见的重复的一词，二词和三词短语。 它还指出了它们在用于SEO的元标记中使用的一致性。

1. 在meta标签中使用您的目标关键字。 元title和描述使人们和搜索引擎可以立即找出给定页面涉及的主题。 这就
是为什么它们是使关键字适合的好地方。

2. 将关键字嵌入标题和图片ALT标签中。 这些对于塑造页面的相关性和改善与密度相关的指标也很重要。

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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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避免关键字填充。 页面上的相似短语过多，不仅会使您的内容无法阅读，而且还会由于垃圾邮件技术而损害搜
索引擎的排名。

4. 平衡短尾关键字和长尾关键字。 它们将帮助您将更多的流量吸引到用户可能感兴趣的页面上，无论是搜索信息
查询的用户还是键入高度特定的查询的用户。

5. 坚持最佳关键字密度。 您应该在内容，元标记和标题中使用关键短语的次数取决于具体位置和主题。 它可能介
于1％到5％之间，而快乐的媒体在网页分析器中被评为三颗星。

每页字数
中优先

总字数： 526 话
好字数。

本部分显示页面上的总字数以及是否需要改进。 这是优化网站时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问题是，如果您的副本长度不
足300字，那么它可能会缺少详细信息，并且在Google看来不够准确。 结果，搜索引擎可能剥夺了您的可见度，而您
的竞争对手向用户提供了较长格式的内容。

1. 研究您的竞争对手以找出最有利的副本长度。 由于没有所有网站的预设字数，因此写入多少取决于您的特定细
分市场和内容类型。

2. 确定页面的用途。 它可能是操作指南，常见问题解答，信息性指南等。分析其目的并相应地以理想的字数书写
内容。

3. 能够与用户需求产生共鸣的清晰，高质量的内容。 例如，如果是主页，则您的副本可能专注于解释您的工作，
关键价值和经营理念。 它应该写得很好并且包含目标关键字。

4. 详细涵盖主题，无论是类别页面的文章还是博客文章。 经验法则是：深入研究主题总能带来回报。 此外，长篇
文章比短篇文章有助于获得更多的反向链接，这可能会使页面外SEO更进一步。

5. 说“不”，是向竞争对手或其他人的网站借用内容。 尽管很吸引人，但复制文章以显示该文章就像您是谁撰写的那
样，这对您的排名不利。 无论需要多少字，都应始终创建自己的内容。

保养方法

页面唯一性检查
高优先

找出Google是否将您的网页视为唯一网页。
检查网页的唯一性百分比，以获取有关其优化的最完整数
据。 请注意，这最多可能需要5分钟。

立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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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编制

本部分显示搜索引擎是否能够抓取您的网站并将其添加到索引中。 注意可索引性问题（如果有）。 您
可以自己解决大多数检测到的错误，也可以将其委托给开发人员或Semalt团队。

Google TOP 100 中的页面
高优先

1 个网站页面在 Google TOP 100 中。

Google TOP 100 中的页面是您网站上已被 Google 抓取、分析并添加到其资源丰富的综合库（即索引）中的页面。 这
意味着用户在线查询时可以在搜索结果中找到它们。 另一方面，如果您的某些页面未编入索引，它们将不会出现在
SERP上。

本部分显示您有多少页面进入了Google图书馆，以及是否存在给定的页面。 首先，是否对您的优先页面进行索引会
首先影响您的SEO。

1. 如果您刚刚创建了给定的页面，则它不太可能已经被索引。 为了鼓励Googlebot更快地跳转到Googlebot，然后
将其添加到其库中，您可以使用Google Search Console提交准备好的站点地图，其中包含要索引的所有URL。

2. 为了加快给定页面的索引编制，您可以在已经建立索引的页面上放置链接。 这些链接可以作为面包屑，向
Googlebot展示在下一次重新访问您的网站时进入新页面的方法。

3. 如果您不希望页面被索引，请在robots.txt中的“禁止”规则下列出其路径，以防止Googlebot首先对其进行爬网。

4. 如果给定页面未建立索引，则可能是您在HTML中滥用了noindex标记。 删除它可使您的页面显示在搜索结果
中。

5. 当心不正确使用的rel=“ canonical”标记，因为它们还可能误导Googlebot有关您要为哪些页面建立索引的信息。

保养方法

索引权限
高优先

Noindex Meta Tag: 在此页面上找不到

X-Robots-Tag: noindex: 在此页面上找不到

Disallow directive in robots.txt �le: 在此页面上找不到

索引权限显示了控制给定页面索引过程的一系列设置和指令。 他们可以帮助您（网站所有者）掌握Google在SERP上
显示您的每个页面的方式。

在网页分析器中描述了几种索引许可类型：robots.txt中的noindex标记，X-Robots-Tag和Disallow指令。 第一个选项
用作元标记，以向搜索引擎抓取工具显示不应索引给定页面的信息。 通常，它以以下方式嵌入在页面的部分中：

X-Robots-Tag的用途与noindex元标记相同。 区别在于，它可以作为HTTP响应中的标头返回，其值为none或noindex
值，从而使搜寻器无法在SERP上显示页面。

The Disallow directive is a set of rules in a robots.txt �le. It points to a user-agent and lists a URL string to prevent the
given page from being shown in 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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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给定页面是您的SEO的骨干，请确保搜索引擎机器人可以访问该页面。

2. 切勿通过限制索引对搜索结果隐藏网站的关键登录页面。

3. 对于正在开发的页面，具有重复的内容或没有SEO值的页面，可以使用上面提到的任何索引限制选项。

4. 对于整个网站上的说明，robots.txt文件是最好的选择，而noindex元标记和X-Robots-Tag将非常有用，可以在更
精细的页面级别控制索引。

5. 对于没有SEO值的非必需页面，可以将nofollow标记与noindex一起使用。 它告诉爬虫程序不仅跳过这些页面的
索引编制，而且还停止跟踪放置在它们上面的链接。

怎么修

规范标签 您的网页使用规范标签：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essgoo.com/” />

规范标签或rel =“ canonical”是一种属性，指示与具有相似内容的其他URL相比，应将该URL索引为首选URL。 例如，
在在线商店中，相似的产品页面通常具有相同的描述，指定哪些页面应被视为规范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使用规范标签对您的页面优化得分没有影响，但最好将其放入HTML代码中。 它不仅有助于在搜索结果中排列正
确的页面，而且还可以防止Googlebot将您网站上所有相似的页面都视为重复页面。

1. 每页一个规范标签。 切勿在同一页面上设置多个rel=“canonical”元素，因为Googlebot会为所有元素提供旁通功
能。

2. 有几种方法可以使用rel=“canonical”将给定页面指定为首选页面。 确保在页面的HTTP响应标头或<head>部分中
设置标签。

3. 规范标记的href=部分可以是自指向的。 这意味着您可以使用规范来引用放置在同一页面上的规范。

4. hre�ang属性告诉搜索引擎来自特定区域的用户的网站特定语言版本的URL。 规范标签告诉搜索引擎页面的哪个
版本是主要版本。 这些属性的用途完全不同，因此两者都可以在页面上使用。

5. 在给定页面上添加规范标签时，请确保不会被Googlebot排除在规范范围之外。 不要使用noindex标记或您的
robots.txt文件阻止此页面。

如何升级

XML sitemap
中优先

您的网站有一个站点地图。

https://essgoo.com/sitemap.xml
https://essgoo.com/sitemap.xml
https://essgoo.com/sitemap.xml

XML sitemap是文本文件中所有网站URL的集合。 顾名思义，它就像一张详细的地图，Googlebot对其进行检查以更
广泛地抓取您的网站。 通过阅读，搜索引擎机器人可以看到您发现的最重要的页面以及上次更新它们的时间。

清晰的XML sitemap不会影响您的网站在SERP上的排名。 但这可以加快索引的编制过程，并允许爬网程序在要显示
在搜索结果中的所有页面上抓手套，从而有助于编制索引。 即使XML站点地图没有内部链接且难以浏览，也可以确
保它们不会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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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态XML sitemap的性能优于传统的静态文件。 如果您的网站上散布着成千上万的页面，它们将有助于跟上与
它们相关的任何更改。

2. 您可以为站点地图中的所有URL设置优先级。 它们可帮助抓取工具了解您网站上哪些页面比其他页面更重要。

3. 确保您的XML sitemap包含提供SEO值的页面。 另外，您想列出带有规范和hre�ang标签的标签。

4. 为大型网站构建站点地图时，请保持简洁。 如果它不能满足50MB的大小要求，则可以将文件分为多个文件，分
别用于图像，视频和其他URL。

5. 为了更快地建立索引，请转到Google Search Console提交您的站点地图并确定索引问题（如果有）。 您还可以
将其添加到robots.txt文件中，以使抓取工具可以轻松查看。

保养方法

Robots.txt
中优先

我们建议您为用户关闭robots.txt文件。

https://essgoo.com/robots.txt

Robots.txt是一个文本文件，列出了搜索引擎抓取工具可以抓取您网站哪些页面的一系列说明。 借助此文件，您可以
指导Googlebot发送请求以访问您的页面的方式以及其中哪些最终会显示在SERP上。

Robots.txt具有各种用户代理指令（用于定义网站上搜索机器人行为的规则）。 通常，“允许”告诉抓取工具您希望对
哪些页面建立索引，而“禁止”类型则相反。 这组指令可防止漫游器跳至指定的URL。

1. 将您的robots.txt放在根文件夹中，以便搜索机器人可以在访问您的网站后立即阅读。 用户代理行旁边的星号将
确保您的指令适用于所有搜寻器。

2. 仔细检查在Disallow指令下列出的所有内容。 放置搜索引擎优化关键页面的路径可能会损害您的搜索排名。

3. 请记住，不允许的网址不会将链接吸引到其他页面。 整理robots.txt时，请确保您不破坏内部链接。

4. 请务必创建robots.txt以避免重复的内容问题。 该文件可能有用以防止索引具有重复内容（而不是某些敏感数
据）的页面。

5. 在robots.txt文件中列出您所有的XML sitemap，以帮助搜索机器人更快，更高效地浏览您的网站。

保养方法

Hre�ang标签
中优先

找到4 hre�ang 标签：

Hre�ang 备用网址 源 状态 失误

x-default https://essgoo.com/ HTML <head> 200 -

en-US https://essgoo.com/ HTML <head> 200 1 错误

de-US https://essgoo.com/de HTML <head> 200 1 错误

1. Unknown regio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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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ang 备用网址 源 状态 失误

fr-US https://essgoo.com/fr HTML <head> 200 1 错误

1. Unknown region code.

1. Unknown region code.

对于具有两个或多个本地化版本的网站，Hre�ang是一个重要的标记属性，以帮助Google在SERP上区分它们。 例
如，如果来自法国的用户在搜索结果中找到了您的英语版本页面，但是该页面具有另一种法语版本，则hre�ang属性
会告诉Google应该为该特定用户显示后者。

此外，hre�ang用于标识同一语言内的不同区域。 例如，如果您在各个地区（加拿大，英国，爱尔兰等）都有类似的
英文页面，则它们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可以在部分，HTTP标头或XML sitemap中放置的hre�ang中进行指定。

1. 如果您的网站页面已完全翻译成其他语言，部分翻译了（页眉，导航菜单，页脚等），或以不同区域的多种相
同语言版本访问，请使用hre�ang。

2. 如果您的主页是国际版本，则可以在hre�ang属性中设置x-default值，这样人们就可以选择首选语言以备将来使
用。

3. 设置多种语言版本的页面之间的链接。 经验法则是：如果英语版本链接到其备用法语版本，请确保后者也链接
到前法语版本。

4. 与整个网站的hre�ang标签保持一致。 如果您在首页上使用一个，请确保以不同的语言将其转到同一页面（而不
是“联系我们”页面）。

5. 始终检查与语言和国家/地区代码有关的错误。 如果您的hre�ang不符合标准，它将无法正常工作。

怎么修

网址解析
高优先

您的网页版本指向不同的URL。

URL 解析的URL

http://essgoo.com/ http://essgoo.com/

http://www.essgoo.com/ http://www.essgoo.com/

https://essgoo.com/ https://essgoo.com/

https://www.essgoo.com/ https://www.essgoo.com/

“ URL解析”基本上是一种重定向命令，用于将用户指向网站域的相同URL，无论他们输入的是www地址版本还是不带
www的网址。 例如，如果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s://yourwebsite.com和https://www.yourwebsite.com后都解析为相同
的URL，则可以充分实现重定向命令。

反之，如果两个地址都引用相同的页面，但在用户输入地址后却具有不同的URL，则URL解析丢失或“发生故障”。 该
命令的重要性不仅通过一致性而且还通过规范化得到支持。 搜索引擎可能会将https://yourwebsite.com和
https://www.yourwebsite.com URL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除非使用URL Resolve进行了重新调整），从而检测到
您网站上的内容重复问题。

怎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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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命令以解析到HTTPS页面。 没有“太多的安全性”之类的东西，因此请尽可能使用HTTPS。 搜索引擎喜欢
它。

2. 检查是否所有输入（www，HTTP，HTTPS等）都解析到同一页面。 如果不是，请更改命令以确保它指向正确
的目的地。

3. 请记住，搜索引擎机器人可能会考虑HTTP/HTTPs和www/non-www地址不同，并最终将它们排名为重复。

4. 在页面的响应标题或<head>部分中添加rel=“canonical”，以加快您的规范化工作。

5. 在避免重定向链过长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与URL和Resolve命令的一致性。

自定义404页面
中优先

您的网站具有自定义的404页面。

服务器响应：404

此检查显示您的网站是否具有自定义404页面。 当请求不存在的页面时，将显示404 Not Found错误。 如果该页面先
前已删除或用户在URL中输入了错误，则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404错误，用户都必须了解所请求的页面不存在。 将链接放置到404页上是一个好习惯。 这将有
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跳出率，并向客户表明您在意积极的访问者体验。

1. 设计自定义404页面的方式应与您品牌的独特功能产生共鸣。 其中可能包括您品牌的颜色，字体，图像，指向其
他网站页面或搜索字段的链接。

2. 不要让404成为用户的死胡同。 将链接添加到您的首页或访问频率最高的页面，这将有助于避免破坏良好的用户
体验。

3. 向用户说明遇到“ 404错误”的地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给出一些有关他们如何在您的网站上找到热门页面或信息
的指示。

4. 确保在您的404 Not Found页面上返回的是404状态代码，而不是200 OK或其他任何内容。 否则，您可能会遇到
不必要的索引编制问题。

5. 定期检查您的网站上是否有损坏的链接，尤其是大型链接时。 为此，您可以使用我们的网页分析器来发现和替
换网站上的损坏链接。

保养方法

重复的首页
高优先

无法检索网站数据。

链接断开
高优先

我们在您的网页上找到以下断开的链接：

# URL

1. https://monorail-edge.shopifysvc.com/
2. https://www.instagram.com/essgoo_o�cial/
断开的链接是指向网页的链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链接都不存在或不起作用。 一旦用户偶然发现这样的服务
页面中断，他们就会看到404错误或未找到错误。

对于网站，尤其是拥有数千或数百万页面的网站，断开某些链接的情况并不罕见。 （因为其网址已更改，页面已移
至其他位置，等等）。 最糟糕的是，它们可能会成为搜索机器人的令人不安的信号。 如果您网站上的链接太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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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可能会将其标记为低质量链接。

链接断开也是用户无法忍受的。 如果无法找到所需页面，并且没有找到该页面的提示，访问者很可能会放弃在您的
网站上进行搜索。 机会是，他们将离开，搞砸了您的跳出率。

1. 密切关注内部和外部链接，以发现发生的任何更改。 如果您的网站很大，则可以使用一些自动化工具来更有效
地进行操作。

2. 专注于更新或向现有页面添加内容，而不是将其删除。 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您网站上未找到页面的数量。

3. 每当您修改URL或将内容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时，请务必实施301重定向以向用户显示方式。

4. 定期监控您的网站效果。 包括页面浏览量，跳出率等在内的许多指标可能表示链接断开。

5. 制作一个自定义的404页面，使用户希望停留在您的网站上。 例如，放置一个指向网站主页的链接。

怎么修

链接下划线
低优先

我们发现以下带有下划线的URL：

1. https://demandforapps.com/season/css/season_style.css
2. https://www.instagram.com/essgoo_o�cial/
3.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8FSdUfjZmE6Oi_EUzoA8w
4.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OO_LOGO_8ed7150a-b9e3-4b59-9ab5-d4dcbad07…
5.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banner2_300x300.jpg?v=1635411537
6.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_d11f0a09-28f2-4a10-934b-b811c100ea91_300x300.j…
7.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OO-Anniversary-20_OFF_1_300x300.jpg?v=16325…
8.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02_5561ac6d-4476-4da4-87ad-8cd93b95e60a_300x30…
9.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1_d8a06e78-2856-442d-a258-25b972fabd3e_300x.jp…

10.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3_9546f47e-039e-4a1a-977c-6adc0c9ffe97_300x.jpg?…
11.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15_1dd5e53f-3ad7-4019-a81d-40c3a9b337df_300x.jpg…
12.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09_9a17d4fa-c9cf-4b65-8310-dd37e6bce39b_300x300.…
13.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products/2_2246a1bd-49d3-4b3a-b4b9-eea6ba7ed3ed_300…
14.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products/1._300x.jpg?v=1628818219
15.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products/00_300x.jpg?v=1631334644
16.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0_160x160@2x.jpg?v=1624883050
17.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2_22123c3d-9819-44ce-8c51-010d3f5b4b24_160x160…
18.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07_f287bac5-7a75-4403-8ead-268c81f436e3_160x160…
19.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6_0db43fda-cbb3-4077-8082-57559612755e_160x16…
20.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28_160x160@2x.jpg?v=1624883110
21.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30_160x160@2x.jpg?v=1624883112
22.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38_160x160@2x.jpg?v=1624883123
23.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39_160x160@2x.jpg?v=1624883155
24.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0_160x160@2x.jpg?v=1624883158
25.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1_160x160@2x.jpg?v=1624883162
26.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2_160x160@2x.jpg?v=1624883198
27.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43_160x160@2x.jpg?v=1624883202
28.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0_160x160@2x.jpg?v=1624883206

#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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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1_160x160@2x.jpg?v=1624883264
30.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2_160x160@2x.jpg?v=1624883267
31.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3_160x160@2x.jpg?v=1624883271
32.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4_160x160@2x.jpg?v=1624883274
33.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55_160x160@2x.jpg?v=1624883277
34.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about_adda1e1b-2bf2-4537-b155-d3b345d05045_2048…
35. https://www.youtube.com/iframe_api
36. https://wiser.expertvillagemedia.com/assets/js/wiser_recom.js
37. https://demandforapps.com/season/js/aod_season.js
38. https://cdn.shopify.com/shopifycloud/shopify/assets/shop_events_listener-565deac0c7edc7850a7762c24c560…

本部分显示您的网站是否有带下划线的URL。 通常将它们放置在链接中，以分隔不同的单词，尽管这种用法是错误
的。 根据Google的准则，下划线不能有效地分割网址中的词组，反之亦然。 对于搜索引擎机器人来说，它们看起来
好像在融合所有单词，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以简化可读性。 因此，URL www.yourwebsite.com/plumbing_services看起
来像Google的plumbingservices。 当确定特定链接与特定搜索查询的相关性时，这可能会造成混淆。

1. 确保提高搜索引擎机器人和人们的链接的可读性。 如果需要分隔单词，请使用连字符而不是下划线。 它们看起
来很自然，并且可以让Google更好地了解您的URL含义，而无需混合所有字符。

2. 避免在域名中使用任何标点符号，无论是连字符，下划线还是破折号。 保持简单，以便访问者可以轻松记住
它，并在搜索栏中键入它而不会出现错误。

3. 使用小写字母并去除不必要的单词。 URL越长，越难记住。 确保您的字母清晰明了，并且为了保持一致性，只
使用小写字母。

4. 如果可能，将目标关键字嵌入URL中。 不过，不要过分这样做，因为放置过多的关键字可能会使您的链接显得
垃圾。

5. 使您的网址具有自我描述性，以便用户和搜索机器人清楚地了解所到达的页面。 理想情况下，乍一看您的链接
应该准确。

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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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计数器

这些是可选的。 它们仅供参考，不会影响您的网站排名。

搜索控制台 您的网站已连接到Google Search Console。

Google Search Console是一个免费的SEO工具，可用于跟踪和监视Googlebot的索引编制和抓取统计信息。 它还提供
了关键绩效指标，可帮助您找到新见解并优化网站的自然可见度。 使用此工具，您可以精确地定义使您的网站出现
在SERP上的查询，以及哪些查询吸引了您页面的更多访问量。

Google搜索控制台还可以指示富搜索结果中是否包含任何元数据。 此外，它还可以根据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在网站
上查找内容的用户的需求来确定您网站的移动版本是否有效。

1. 识别效果不佳的页面。 检查哪些内容与您的受众群体搜索相关。 然后，通过添加用户正在寻找的媒体和信息来
改善效果不佳的页面。

2. 使用Google Search Console改善点击率。 后者允许您估算任何页面的点击率。 在这里您可以查看网站不同部分
的效果。

3. 利用自然的流量见解。 您可以分析访问者用来在您的网站上找到内容的关键字，以定义可以吸引更多受众的页
面。

4. 搜索点击率低但获得大量展示的关键字。 通过识别这些关键字的可见性很高，但单击次数很少，您可以分析为
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并解决错误。

如何升级

谷歌分析 您的网站未连接到Google Analytics（分析）。

这是最流行和功能最强大的免费工具之一，用于收集和分析有关您网站访问者的统计信息。 Google Analytics（分
析）会自动从您的网站收集数据并相应地准备报告。 它可以衡量跳出率，受众群体的受众特征，地理位置和兴趣。
该工具还提供有关访问者来自您网站的信息。

它具有许多其他功能，例如用于从移动应用程序收集用户数据以及具有销售活动和性能指标的电子商务报告的软件开
发套件。 Google Analytics（分析）可以跟踪有关当前正在您的网站上执行某些操作的人员的实时统计信息，并生成
有关流量来源，用户的位置，转化等的深入报告。

1. 创建自定义报告。 选择应在其中包含哪些指标以及如何跟踪它们，以便您可以专注于要改进的领域。

2. 在Google Analytics（分析）中设定目标。 这将帮助您跟踪业务进度和增长。 根据您的业务类型，细分市场等，
可以有不同的目标。

3. 检查要定位的社交平台。 Google Analytics（分析）可让您查看每个社交媒体的转化价值，流量指标以及用户与
您的内容的互动程度。

4. 将Google Analytics（分析）与其他工具和平台集成。 您可以将收集的数据实施到其他Google产品中，以获得新
的见解。 这将帮助您改善SEO策略。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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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像素 我们在您的页面上找不到Facebook Pixel。

Facebook Pixel是用于收集数据的代码，该数据允许跟踪来自Facebook广告的转化。 收集到这些数据后，您可以优
化广告，计划将来要定位的受众群体，并重新定位以前访问过您的网站并与之积极互动的用户。

1. 下载Facebook Pixel Helper。 该工具将帮助您查看Facebook Pixel安装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查找并修复它们将
使您确保其正确运行。

2. 在您的Facebook业务管理器中创建自定义受众。 Facebook Pixel可以识别扫描您网站页面上特定项目的所有用
户以及何时扫描。 您可以精确定位此人群。

3. 设计相似的受众群体。 Facebook可以跟踪有关用户在您网站上的操作的数据并将其显示给您。 通过对其进行分
析，您将能够识别出行为方式与客户相似的人。

4. 创建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自己设计它们以定义各种事件相关的数据，以获得有关用户的更多信息，并相应地优
化您的网站和Facebook广告。

5. 创建自定义转化。 您可以选择一个完成页面，以便Facebook Pixel可以跟踪访问该页面的用户。 一旦看到有多
少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此操作，就可以衡量广告系列的成功率，并了解客户的参与度。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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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可帮助搜索引擎更好地理解您的内容。 它还使您的搜索结果和社交媒体摘要对人们更具吸
引力。 Google使用Schema.org标记在SERP上创建丰富的摘要，知识图和其他功能。 同时，社交媒体
网站

Schema.org 在页面上找不到Schema.org标记。

模式标记是用于结构化数据的代码。 您可以将其放在网页上，以向搜索引擎提供其内容的概述。 Schema.org是由
Google，Yahoo，Microsoft和Yandex开发的共享语义词汇表。 可以通过RDFa，Microdata和JSON-LD之类的编码将
其添加到网站。

在SERP上，它显示为一个丰富的代码段，如下所示：

在这里，架构标记显示了Tate网站的不同部分。 它使用户可以直接进入所需部分，而无需在主页上的导航栏中查找
它。 其他示例可能包括地址，营业时间，食谱，所选文章，评论等。

1. 使用经过验证的模式类型。 Schema.org提供了各种扩展名，用于标识您要查找的特定实体。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来了解如何使用它们，但是一旦这样做，您就会很快看到好处。

2. 标记尽可能多的信息。 schema.org上的项目类型使您可以标记很多内容，因此不要错过任何机会来提高您的网
站对搜索引擎的适应性。

3. 利用Google的结构化数据标记助手。 使用此工具可以更轻松地标记您的网页。 使用它时，选择项目类型，粘贴
您网站的URL，然后突出显示要标记的元素。

如何升级

开放图协议 页面上显示“打开图”项目：

标签 标签 值

og:site_name https://xgody.com/

og:url https://essgoo.com/

og:title
ESSGOO | Transform, Start Here For Car Stereo, Car LED Lighe &

Tool

og:type website

og:description

ESSGOO | Re-empower the "aging" automobile market, and

strive to serve more creative car own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driving experience. For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 For

high economic product | For the drive worry-free To you The

Best Car video player | LED light | Car tools

og:image

http://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O

O_LOGO_71d93220-6156-472b-bdf8-4ea463527d13.png?

v=162700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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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标签 值

og:image:secure_url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

OO_LOGO_71d93220-6156-472b-bdf8-4ea463527d13.png?

v=1627004171

og:image:width 800

og:image:height 400

og:image:alt

og:url https://essgoo.com/

og:site_name ESSGOO

og:type website

og:title
ESSGOO | Transform, Start Here For Car Stereo, Car LED Lighe &

Tool

og:image

http://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O

O_LOGO_71d93220-6156-472b-bdf8-

4ea463527d13_1200x1200.png?v=1627004171

og:image:secure_url

https://cdn.shopify.com/s/�les/1/0566/9483/3309/�les/ESSG

OO_LOGO_71d93220-6156-472b-bdf8-

4ea463527d13_1200x1200.png?v=1627004171

og:description

ESSGOO | Re-empower the "aging" automobile market, and

strive to serve more creative car own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driving experience. For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 For

high economic product | For the drive worry-free To you The

Best Car video player | LED light | Car tools

Open Graph是一种协议，旨在使网页上的元数据达到特定标准，以便可以用来表示其内容。 您可以在此协议中提供
许多详细信息，从页面title之类的简单内容到某些媒体元素的持续时间之类的更具体的内容。 开放图谱协议支持多种
网页类型，例如视频，图像或文章。

1. 为每个网页使用唯一的基本Open Graph标签。 这样，您不仅可以吸引更多访问者访问您的主页，还可以吸引您
网站的其他部分，从而提高您的SEO。

2. 确保为每个页面设置了描述。 通过向搜索引擎提供有关其内容及其与用户的相关性的更多信息，将特定标签添
加到您网站的不同部分可以提高其到达SERP顶部的机会。

3. 有关如何在其中使用开放图谱标签的信息，请查看其他社交媒体的指南。 尽管这些平台大多数都遵循基本的
Open Graph标准，但其中一些平台还具有您应该处理的其他扩展。

4. 正确使用图像标签并检查其显示方式。 同样，大多数Web资源都遵循经典的Open Graph标准，但是有一些像
Twitter这样对图像有特定要求的资源。 尝试试验不同的“开放图谱”标签，以找到最合适的标签。

如何升级

微格式 在页面上找不到微格式标记。

微格式就像用于调整HTML并创建对计算机而言自然的元数据的特殊词汇。 它们可用于发送和发布各种内容，例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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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品评论，名片等。

微格式是基于RDF，RDF Schema和OWL等标准构建的。 在HTML代码中使用时，使用hCard和hCalendar创建的数据
可以导出到相应的联系人和日历管理软件中，例如Microsoft Outlook，Gmail，Thunderbird，eM Client，Mailbird
等。 与地理位置相关的微格式也是如此。 诸如Google Maps之类的应用程序可以从网站中提取位置元数据，并将发
现的结果集成到应用程序的界面中。

1. 使用开源和开发解析。 这些可以在Internet上轻松找到，并可以在WordPress，Textpattern等不同平台上实现。

2. 根据schema.org提供的微格式标记您网站的数据。 可以在一页内使用不同类型的架构，但是请务必遵循准则。

3. 使用Google Rich Snippets工具查看您的微格式在SERP上的显示方式。 由于Google具有微格式的层次结构，因
此不会显示所有格式，因此请检查将向用户显示的格式。

4. 利用软件生成动态微格式。 查看hCalendar creator，hReview Creator，hCard Creator和XFN 1.1 Creator等工
具，以快速为您的网站开发带有元数据的代码。

如何升级

不太好。 您的网页有一些错误。
您的页面当前不满足所有Google要求。 更正您在上面的清单中看到的错误。 您的页面在Google自然搜索结果中的排

名可能更高。

想下次获得100分吗？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

获得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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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适应性 67

移动适应性是最重要的排名因素之一，因为60％的搜索流量来自移动设备。 确保您已准备好在移动
SERP上成功竞争。

移动渲染

移动渲染概述了浏览器如何检索给定页面以将其显示在不同的非桌面设备上。 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访问时，本
节将详细介绍页面的布局和结构。 它可以帮助您发现各种设备之间与设计有关的任何不一致之处，以便您可以根据
需要对其进行优化。

移动渲染是移动适应性的基础。 这意味着，如果给定的页面缺少非桌面平台的相应版本，并且无法适应不同的屏幕
尺寸，则您的网站在SERP上将处于不利地位。

1. 调整设计以使其在所有设备上完美显示。 响应能力是关键，这涉及处理分辨率，图像，网格和其他页面元素。

2. 使CTA按钮变大以改善移动渲染。 在屏幕尺寸较小的设备上，某些元素可能不像在台式机平台上那样清晰可
见。 设计页面时请记住这一点。

3. 确保与页面块和内容的一致性。 删除网站内容的大部分以适应智能手机屏幕尺寸是菜鸟的错误。 在桌面版本上
找到的所有信息也应显示在移动设备上。

4. 压缩图像并切断所有冗余代码。 没有人愿意花几年的时间等待页面显示出来。

如何升级

移动页面速度
高优先

16

页面加载时间： 12.6 秒

0-49  极低的加载速度
网页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加载
速度非常慢。 请查看下面的详细信
息。 您应遵循我们的建议并纠正错
误，以使页面适合移动设备并增加其
访问量。

主要问题：

减少未使用的 CSS 有望节省 101 KiB

降低第三方代码的影响 第三方代码将主线程阻止了 1,60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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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调整图片大小 有望节省 126 KiB

移除阻塞渲染的资源 有望节省 2,780 毫秒

可以使用 Facade 延迟加载某些第三方资源 有 1 个备用 Facade

避免使用未合成的动画 发现了 4 个动画元素

避免链接关键请求

请保持较低的请求数量和较小的传输大小 98 项请求 • 2,071 KiB

缩短 JavaScript 执行用时 2.9 秒

最大限度地减少主线程工作 5.8 秒

确保文本在网页字体加载期间保持可见状态

采用高效的缓存策略提供静态资源 找到了 10 项资源

User Timing 标记和测量结果 6 项 User Timing 结果

移动页面速度计算为给定页面的加载时间。 简而言之，页面上找到的所有元素和资源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显示在移动
设备上，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平板电脑。

作为确定性最高的排名因素之一，移动页面速度可以很好地说明给定页面的优化程度。 如果未达到Google的加载时
间标准，那么它的SERP极不可能出现。 即使是这样，远非闪电的页面速度也会导致用户离开您的网站，而选择加载
速度更快的网站。 因此，您的公司的底线将遭受重创，因此您可能会损失大量流量。

1. 优化所有图像，然后再将其上传到页面。 这是大小最重要的地方，因此您应该对其进行压缩，并尽可能使用
JPEG 2000，WebP和JPEG XR格式，而不是标准PNG。

2. 整理代码并删除使页面变慢的元素。 花一点时间深入研究CSS，JS和HTML，以细化所有杂乱的内容。

3. 在整个网站上启用缓存。 当大多数页面元素保存在用户的浏览器中时，下一次它将几乎立即加载。

4. 避免了在加载页面时解析和呈现长时间运行的进程的麻烦。 只要执行它们，就会干扰移动页面的速度。

5. 每次更新页面或使用新功能升级页面时，都要运行速度检查。 这将帮助您掌握最佳性能。

怎么修

AMP检查
低优先

找不到AMP页面

AMP检查显示给定页面是否具有加速的移动页面版本。 AMP是Google开发的HTML框架，用于支持其移动优先计
划。 它旨在通过大大加快加载时间来提高非桌面设备上在线用户的网络体验。

作为增强的页面副本，AMP最大限度地减少了CSS请求，冗余代码到非 压缩图像。 此外，它还使用缓存技术来减少
访问者返回时的加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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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AMP。 暂时还不认为它是排名因素，但这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由于始终专注于移动优先搜
索，预计Google会比AMP加载缓慢的HTML版本更喜欢AMP。

1. 采用标准的AMP HTML标记。 还建议您将其与相应的元数据和可扩展架构捆绑在一起。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请求，渲染，图像和其他可能影响AMP页面性能的资源。

3. 始终将HTTPS协议优先于HTTP。 尽管AMP技术并没有任何标准要求，但只有在使用HTTPS的情况下，它的功
能才能全面展现。

4. 使用现代的CSS �oat替代方法：CSS Flexbox（用于一维布局）和CSS Grid（用于二维布局），因为与�oat不
同，它们的渲染速度更快。 这些布局技术很简单，有助于减少代码量。

5. 确保规范页面和AMP页面在内容和功能上没有差异。 实施后，请不要忘记对其进行验证。

如何升级

Viewport
中优先

viewport已在您的网页上正确配置。

在SEO世界中，viewport是HTML元标记，用于控制给定页面在移动设备上的显示方式。 它告诉浏览器它应该适合什
么尺寸以及应该如何缩放在该页面上找到的内容。 viewport的更一般含义是指用户无需放大或向下滚动即可看到的屏
幕区域。

由于移动优先时代将继续存在，因此viewport是其他SEO特定HTML标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使用它的网站有提供无
用的用户体验的风险，并且被Google视为无响应。 现在，匹配各种屏幕的宽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无法
充分显示内容可能会影响您的SERP排名。

1. 在HTML文档头部的所有页面上使用viewport元标记。 如果您希望访问者在浏览网站时享受连贯而有价值的用户
体验，那么仅在首页上设置一个就不够了。

2. 设置视口元标记时，采用设备宽度属性而不是固定宽度属性。 后者使页面无法匹配其尺寸以适合不同的屏幕尺
寸。

3. 将viewport标签与initial-scale=1值耦合。 它指定浏览器在显示页面时应遵循的缩放级别。

4. 使您的内容（包括图像）适合视口。 为防止缩小和水平滚动，请确保在页面上调整缩放比例和CSS元素的相对
宽度。

5. 上线之前，请先检查页面在各种设备（屏幕尺寸不同）上的显示效果是否最佳。

保养方法

内容宽度
中优先

内容的宽度对于移动设备是最佳的。

内容宽度是定义可以在给定页面上显示内容的宽度的属性。 它可以实现为指定一定数量的像素或引用特定的值（例
如viewport meta标签中的device-width属性）。 应该正确配置它，以确保您的内容（文本，视频，图像等）看起来
整洁。

content width属性是成功进行设计响应的另一个基石。 它用于调整主题，自定义模板，页面功能以及介于两者之间
的所有内容，以适应不同的屏幕尺寸和浏览器显示区域。 未能正确设置它可能会导致水平滚动以及难看的网格或布
局元素，从而转化为相差很大的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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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代码中尽早设置内容宽度值。 这将确保所有后续元素始终在页面上显示。

2. 调整自定义模板的值。 由于宽度区域在带有或不带有侧边栏的不同页面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请针对每个侧
边栏微调属性。

3. 寻找CSS要素的宽度和位置的相对值。 事实是，绝对值可能会导致您的内容超出其显示屏幕的限制。

4. 紧贴地设置适合viewport的内容宽度属性。 根据经验，设备宽度比特定像素数更好。

5. 调整布局，网格和媒体元素。 值得增加尺寸和缩小图像，以确保您的设计与移动设备相符。

保养方法

字体大小
中优先

字体是移动设备的最佳选择。

font-size属性用于在给定网页上配置字体的大小。 基本上，它指向其文本元素（副本，标题，段落等）的大小。

当字体大小易于阅读时，这使移动用户无需费力去弄清楚页面上的内容。 同时，如果将其设置为合理的级别（不要
太大），则无需连续滚动即可看到下一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字体大小以点（pt）为单位，但像素（px）也是常见的。 无论您习惯使用哪种单位，都取决于保
持可读性，以便用户在阅读页面上的内容时感到舒适。

1. 太大的字体和太小的字体一样可能对用户体验造成破坏。

2. 12像素字体大小被认为是大多数页面文本元素的黄金标准。

3. 段落，title和标题都应具有不同的字体大小，以便于浏览。

4. 同一内容块中的字体大小不一致可能会破坏用户体验。

5. 不同的字体样式具有不同的字母高度参数，并且在确保可读性时也应考虑在内。

6. 断点是必要的，以避免过多的单词使页面行混乱。

7. 由于无法在移动设备屏幕上显示内容而删除部分内容被视为用户不友好的做法。

8. 无论选择哪种字体大小，都应该易于在viewport中缩放。

保养方法

点击元素
中优先

分接元件放置在最佳位置。

此部分指示在给定网页上的水龙头元素在大小方面是否满足可访问性要求。 这些元素包括从CTA按钮到可点击链接的
所有内容。

触摸元素的可访问性最常见的问题是它们可能会相互重叠。 发生这种情况时，用户很难单击所需的链接或按钮，而
不会无意间敲击它附近的对象。 结果，他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跳到他们不打算访问的页面。 这不仅破坏了人们与
您的网站进行交互的难易程度，而且设计不良的水龙头元素也可能导致跳出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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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复所有在移动设备上看到时可能导致可点击元素重叠或放错位置的设计问题。

2. 切换到灵活的网格以使布局适合所有用户的需求，同时确保您的内容在任何设备上看起来都很好。

3. 保持水龙头元素的通用尺寸标准-高和宽48像素。 如果触摸区域小于48像素，则可以通过额外的填充来弥补空间
不足。

4. 将水龙头元素彼此分开放置。 就可访问性而言，8 px的距离被认为是最人性化的。

5. 以不禁用页面缩放的方式配置viewport元标记。 让用户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它。

保养方法

不太好。 我们发现了一些错误。
您应该更加注意网页的移动适应性。 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上效果不佳。 这可能是大多数访问者离开您

的网站太快的原因。

开始研究您的网页性能。 它可能会表现更好！

获取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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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58

检查网页的加载速度，找出导致网页显示速度更快的原因。 页面加载的速度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访
问者不会等待很长时间就离开您的网站。 要解决页面速度问题，请咨询您的网站开发人员或联系我们
的支持团队以寻求建议。

桌面页面速度
高优先

65

页面加载时间： 3.0 秒

50-89  平均加载速度
我们发现您网页的加载速度存在一些
问题。 请查看下面的详细信息。 您
应遵循我们的建议并纠正错误，以使
页面适合移动设备并增加其访问量。

主要问题：

适当调整图片大小 有望节省 184 KiB

降低第三方代码的影响 第三方代码将主线程阻止了 510 毫秒

移除阻塞渲染的资源 有望节省 670 毫秒

可以使用 Facade 延迟加载某些第三方资源 有 1 个备用 Facade

减少未使用的 CSS 有望节省 101 KiB

避免使用未合成的动画 发现了 5 个动画元素

避免链接关键请求

最大限度地减少主线程工作 2.1 秒

User Timing 标记和测量结果 6 项 User Timing 结果

采用高效的缓存策略提供静态资源 找到了 10 项资源

请保持较低的请求数量和较小的传输大小 101 项请求 • 2,364 KiB

确保文本在网页字体加载期间保持可见状态

桌面页面速度是指在桌面平台上给定页面的加载时间。 它以秒为单位进行测量，等级为1到100，其中100表示完美无
瑕的页面。 但是，低分表示需要改进的加载时间。

作为排名因素，桌面页面速度可能是您在SERP上的位置的关键。 据认为，网站出现并可以进行互动的时间不超过2-3
秒。 理想情况下，加载时间必须为半秒，这将为用户带来即时体验。

影响网站速度的因素很多-从代码总数，功能数量到拥有多少内容以及使用什么托管服务。

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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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像优化。 使用下一代格式并压缩PNG，JPG和SVG可以大大加快您的网站速度。 切勿上传大于实际需要的图
像。

2. 要求最小化。 页面上的元素越多，HTTP请求就越多。 尽量减少它们，以使文件加载更快。

3. CSS和JS优化。 下一步是删除不必要的代码，并最小化现有的CSS和JS文件。 为此，一些在线工具（如CSS
Mini�er，CSS Compressor，JS Mini�er和JavaScript Compression Tool）将派上用场。

4. 最新的内容加载技术。 您可以创建AMP页面来加快在移动设备上的加载时间。

服务器响应时间
中优先

服务器响应速度很快： 0.0秒

服务器响应时间是SEO的一项重要指标，尤其是页面速度。 它指示服务器响应浏览器请求以呈现信息的第一字节的速
度。 发出此请求后，将从数据库中获取所需的数据。 然后用于加载页面及其内容。 指标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有许多
脚本和样式表，则请求将被处理更长的时间。

成功的服务器响应随附200 OK状态代码。 根据Google的说法，处理请求的最佳时间应该在200毫秒以下。 但是，建
议您将视线定在50毫秒以确保更快的加载速度，从而提高SERP排名。

您可以轻松查看平均服务器响应时间，并在Google Analytics（分析）中监控网站的性能。 另外，您可以转到
PageSpeed Insights探索优化它的最佳方法。

1. 检查数据库是否有滞后查询和冗余元素。 跳到主机面板，删除与插件相关的缓存文件，不必要的命令以及类似
的垃圾邮件，这些垃圾邮件会降低整体性能。

2. 启用缓存以避免当用户重新访问给定网页时发出相同的浏览器请求。 这样，他们将无需等待即可访问其存储版
本。

3. 增强服务器的性能，以加快其对浏览器请求的响应。 您可以升级其当前资源，或切换到专用或VPS选项以获得
最佳效果。

4. 借助PHP加速器来缓存脚本。 通过实现先前保存的二进制代码，可以避免重复加载它们的麻烦。

保养方法

Content-type 网页内容的类型声明为text/html。

text/html; charset=utf-8

“内容类型”字段是指给定页面上可用数据的性质。 它用于消除浏览器访问和解释部分中找到的信息时的任何错误。 它
帮助他们从一开始就应用必要的机制，以将数据准确地显示给用户。

Content-Types所代表的数据的性质不同。 其中一些指定文本信息和消息，而其他一些则用于定义音频文件，视频，
图像等。它们还附带其他参数，例如boundary或charset，以向浏览器提供有关所显示内容的更多详细信息。

Content-Type标头不被视为排名因素。 话虽这么说，值得正确地指定它，以便用户代理不会在处理您的内容时遇到
困难。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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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所有页面的Content-Type标头，并确保它们表示数据（文本，图像等）的正确性质。

2. 仔细检查其他参数的使用以及它们是否正确应用。 请记住，与字符集编码不同，它们中的一些（如边界）仅适
用于多部分实体。

3. 确保页面上的所有字符都正确转换。 为此，Unicode字符集最有效。 它们可以与多种语言选项一起使用，而不
会在服务器端出现问题。

4. 检查多部分边界和其他参数值中是否区分大小写问题。

5. 使用X-Content-Types避免不必要的嗅探。 他们将向浏览器显示页面上的数据已正确设置，无需调整。

Doctype 该网页具有声明的文档类型定义。

doctype是使浏览器了解给定HTML文档的结构，其标记元素和属性的要素。 也称为文档类型声明，它充当一组指令
来确保页面以预期的方式呈现。

文档类型是您放入HTML中的第一件事。 它在标记之前，并声明给定HTML版本的呈现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每个
文档的语法中都起作用的原因。

这组说明从未在排名因素中列出，但也不应被忽略。 假设给定文档已过时，使用不正确的doctype可能会导致浏览器
诉诸怪异模式。 结果，它可能被错误地渲染。

1. 对每个文档（包括HTML5）使用doctype指令。 即使此版本不是必需的，它也会鼓励浏览器启用标准模式。

2. 确保您的doctype一致。 当他们在您的网站上引用相同的说明时，浏览器将不胜感激。

3. 对HTML和XHTML文档使用正确的声明。 尽管某些系统可能会自动添加它们，但您还是要仔细检查它们是否已
正确执行此操作。

4. 始终运行语法测试，以确保您的HTML文档被完美编码，并符合要求。

如何升级

资产最小化
中优先

您所有的资产都已缩小。

您的网站运行良好。

资产最小化是在代码变得很凌乱时清理代码的过程。 它涉及删除不会改善给定页面功能的JS，CSS和HTML元素。
换句话说，它旨在整理所有占用文档大小并消耗处理资源的内容。

本部分显示给定页面上的资产是否已缩小。 由于过多且不必要的描述性元素可能会减慢其加载时间，因此保持代码
整洁很重要。 这可能是您在SERP上排名背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1. 检查HTML中是否有未使用的元素，多余的空格，任何注释或不必要的换行符。 所有这些都会使您的文件混
乱，浏览器不会使用它们来解释您的代码。

2. 用更短的替代方法重命名函数和变量。 尽管描述性较高的选项可能使您或您的开发人员更容易理解，但它们占
用了宝贵的空间，因此应进行优化。

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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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可能混合两个或多个变量或字符串。 被称为串联，此过程可节省更多空间并缩短加载时间。

4. 利用自动化工具，而不是自己减少资产。 Web上有许多免费选项，您可以用来整理JS，CSS和HTML资源。

5. 利用提供即时文件缩小功能的特殊WordPress插件和CDN。 寻找那些创建原始代码的缓存副本并允许进一步提
高页面速度的对象。

资产压缩
中优先

您的所有资产都已压缩。

您的网站在所有浏览器中的加载速度都很快。

资产压缩是减少呈现特定页面及其元素所需的数据量的过程。 归结为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先前已缩减的CSS，HTML和
JS资源的大小。 这样做是为了加快页面的加载速度，使访问者更轻松地浏览网站。

为更好地了解此过程的工作原理，请将压缩资产视为压缩映像。 就像图片一样，这些CSS，HTML和JS文件需要存储
的空间更少，并且显示时间也更少，而且不会影响页面的功能。 因此，当浏览器发送请求，并且服务器返回所需信
息时，它将即时显示。 用户代理仅需解压缩需要提供服务的元素。

1. 从缩小开始。 将您的代码简化为真正必要的元素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存在无用的空格，
命名不正确的变量或太多的换行符。 您应该摆脱自己。

2. 进行串联。 它是指将多个CSS和JS资产合并到一个文件中，以免浏览器发出不必要的服务器请求的麻烦。

3. 用GZIP压缩包起来。 GZIP允许您压缩其余的基于文本的HTML，CSS和JS文件，以进行下一级别的大小优化。
它可以帮助您节省多达90％的费用，并且可以与所有当今的浏览器一起很好地工作。

保养方法

资产可缓存性
中优先

在此页面上找不到

资产可缓存性是指是否为给定页面上的资产文件启用了浏览器缓存。 这是缩短重复会话（例如，至少已访问该页面
一次）的加载时间的另一种方法。 基本上，它的工作原理是允许浏览器保存一些文件以避免提取文件，并在重新访
问该页面时再次发出服务器请求。

资产文件的可缓存性是在服务器级别配置的，可以为图像，CSS，小部件，脚本和许多其他资源设置。 保存它们后，
浏览器无需在用户每次返回页面时都下载它们，从而可以节省显示时间。 这可以使您的SEO，排名和UX受益。

1. 充分利用Cache-Control HTTP标头。 它们是旨在在.htaccess.�le中实现的几行代码。 这些标头指定了需要缓存
的资产类型以及要缓存多长时间。

2. 长时间缓存静态资产（不经常修改的文件）。 最佳做法是将它们设置一个月甚至一年，以避免浪费资源来一次
又一次地下载它们。

3. 以秒为单位指定缓存的持续时间。 与Expires标头不同，Cache-Control标头要求您使用这些时间单位，而不是几
个月或几年。

怎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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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改已缓存的资产时，请选择唯一的文件名或实体标签。 这些将帮助浏览器发现要下载的新元素，而不是过时
的已保存版本。

5. 确保正确启用资产可缓存性。 您可以使用经过验证的代码验证工具来查看所有内容是否符合标准。

不太好。 您的网站需要改进。
网站的性能对于您在自然搜索结果中的排名至关重要。 它还会影响用户体验，因此您会获得较高的跳出率。 为避免

负面影响，您需要提高网站性能。

不知道如何提高绩效？ 询问我们的专家！

获得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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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存在

社交媒体的存在不会直接影响您的排名。 但这可以提高您的业务的在线可见度。 我们建议您在流行的
社交媒体上创建页面，并定期在页面中填充有用的内容，以激发目标受众的兴趣。

Facebook 您的Facebook页面可供访问者使用。

URL: https://www.facebook.com/Essgoo.O�cial

本节指出给定页面是否促进共享并允许连接到您的Facebook页面或组。 如果不是这样，您的业务可能会失去很多共
享机会。

Facebook拥有数十亿用户，在社交媒体服务中位居第一。 显然，它可以作为您网站的宝贵访问者和点击来源。 另
外，基于在Facebook上的存在来构建页面SEO可以改善用户体验和参与度。

1. 在产品页面上放置Facebook按钮可能会对您的SEO造成更大的伤害。 他们并不总是在那里看起来自然，因为您
希望人们购买而不是共享您提供的东西。 更糟糕的是，它们可能导致用户偏离您的CTA。

2. 它们最适合您网站上的博客文章和其他参考文章。 您可以在此处插入“共享”和“喜欢”按钮，也可以使用插件邀请
访问者访问您的Facebook页面。

3. 在页面上显示Facebook按钮时应格外小心。 绝对不要将它们放置在您的导航功能或内容附近，以免被忽视。

4. 事实证明，Facebook图标在边栏中无缝显示，而在用户向下滚动时仍保持可见。 您的选择还包括将其置于帖子
的最后一段之下或帖子的主要title之下。

5. 您要添加的每个Facebook按钮的大小也是要考虑的因素。 避免使用太大的徽章，并且不要让几乎看不见的徽章
适应环境。

如何升级

Twitter 您的Twitter页面可供访问者使用。

URL: https://twitter.com/essgoo

查看您的页面是否充分利用了Twitter。 它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它可以比仅使用网站来
帮助您的企业吸引更多的人。 因此，为访客简化共享和后续流程是明智的选择。

除了进行市场营销外，完善的Twitter业务可以为您的SEO创造奇迹。 当您从此社交平台赚取股票和网站链接时，您
的多元化反向链接策略就变得更加多样化。 在SEO世界中，这意味着您的知名度会提高，而您的SERP排名也会提
高。

在Twitter上感受到您的存在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促进用户的参与。 人们鸣叫的次数越多，您的业务就越引人注目。
转推，评论，讨论以及与您的内容的其他交互可以保留和吸引新客户。

1. 在所有可能的页面上添加Twitter按钮。 可以在社交媒体服务上轻松创建它们，然后将其嵌入到HTML中。

2. 对博客部分中的每篇文章使用“共享”按钮。 UTM参数将帮助您评估来自Twitter的流量。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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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关注”按钮向您的网站访问者显示在Twitter上访问您公司的个人资料的方式。 使内容充斥，以便他们想要
留下。

4. 发布视觉内容，使您的个人资料对用户更具吸引力。 始终鼓励与您的网站进行互动，反之亦然。

5. 使用独特的标签促进内容共享。 容易记住的内容包含您的品牌或产品名称是您最好的选择。

Instagram 您的Instagram页面可供访问者使用。

URL: https://www.instagram.com/essgoo_o�cial/

Instagram的存在对几乎所有在线业务，服务提供商，代理商或新闻门户都至关重要。 如果您的网页已连接到您的
Instagram个人资料，并且如果后者链接到前者（在说明部分或其他地方），则您正在扩展流量渠道。 此外，就用户
体验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元素。 人们渴望有很多选择可以跟随，而指向Instagram个人资料的底部链接是他们一直
希望在网页上找到的东西。 如果没有任何链接，可能会阻止他们继续浏览您的网站，从而导致跳出率很高。

1. 在您的网站上添加一个Instagram图标，该图标可链接到您的社交媒体资料（如果您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让人
们随时随地跟随您。

2. 确保您的图标自然且对用户熟悉。 有许多可自定义的选项，但是传统的Instagram专用相机永远看起来都不酷。

3. 将Instagram图标以及其他社交媒体按钮放置在您的网页上。 在顶部使用一个而在页脚使用另一个是一种糟糕的
做法。

4. 出于娱乐目的，在页面上直接显示您的Instagram feed。 为此，您需要在个人资料中生成特殊代码，然后将其
打包到HTML中。

如何升级

Youtube 您的YouTube页面可供访问者使用。

UR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8FSdUfjZmE6…

查看您的网站是否与您的YouTube频道相关联。 以链接或相应按钮的形状在两者之间架设桥可以具有一系列有益效
果。 首先，这可以确保访问者可以自然地与您的网站互动，并通过视频更好地了解您（您的公司，产品或服务）。
其次，链接到您的频道可能会支持您的视频营销工作。 最后，这可能会改善您在搜索结果和YouTube中的排名，同时
吸引新的受众。

1. 将订阅按钮放在最自然的位置。 它会很好地位于您网站上的视频下方或其他社交媒体图标旁边的底部。

2. 记住此按钮时，请牢记您的网站设计，导航功能和用户体验。 它必须清晰可见，且不与其他页面元素重叠。

3. 明智地配置YouTube按钮的功能。 尽管有很多尺寸选项，布局和主题供您选择，但您不会错过那些游客经常看
到的内容。

4. 仅当您有很多订阅者时，才在按钮上显示订阅者计数。 这将有助于建立对新老网站访问者的信任。

5. 上传视频时，请充分利用YouTube注释。 您可以在此处插入可点击的元素来邀请观众访问您的网站。

如何升级

LinkedIn 找不到LinkedIn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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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指向您的LinkedIn页面的链接添加到您的网站。 请参阅说明
没有一个？ 立即创建

LinkedIn是一个备受推崇的社交网络，其主要关注职业和职业发展。 但这不仅仅是人们寻找工作机会的地方。 对于
企业主来说，LinkedIn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用于传播有关其公司的信息，并探索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之间的新联系。

人们倾向于信任LinkedIn，这为您创造了另一个机会。 您可以鼓励网站的访问者登陆该社交网络服务上您公司的个人
资料，以加深对您的了解。 由于您永远都不会把信任和信誉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值得让您的潜在客户更轻松地了解
有关您的更多信息。

1. 如果您通过将网站链接到LinkedIn页面来选择社交，请确保它不是半空的。 当您的个人资料完成并充满新闻，
优惠和其他内容时，它会吸引更多点击和观看。

2. 使用LinkedIn进行链接过程的选项包括“关注”和“共享”按钮。 要在您的网站上展示其中一项或两项内容，请转到
您的社交资料设置。 生成代码，将其包装在HTML中，就是这样。

3. 如果您通过将网站链接到LinkedIn页面来选择社交，请确保它不是半空的。 当您的个人资料完成并充满新闻，
优惠和其他内容时，它会吸引更多点击和观看。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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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网域年龄是Google的排名因素之一。 您的域名越旧，搜索引擎找到您的网站越值得信赖。 通常，可信
网站的排名增长速度要高于全新网站的排名。

领域年龄 您的网域年龄是 2 years 4 months
创建日期： Jun 28, 2019
过期： Jun 28, 2022

域名年龄反映了自域名注册以来已经过了多少时间。 以前，SEO专家认为它对于提高搜索引擎排名很有用。 但是今
天，许多人认为域名年龄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重要作用。 但是，这仍然关系到您网站的可靠性。 您的Internet资源越
旧，它对用户和Google而言就越值得信赖。 骗子经常使用新域名并经常更改它们，因为搜索引擎会阻止它们。 这就
是为什么存在已久的网站对于Google似乎不太可疑的原因。

1. 跟踪您网站的反向链接。 如果您的网站非常受欢迎，那么它可能会有很多其他资源的反向链接。 但是，如果它
确实很旧，并且您多年来一直在更改其内容，则其中某些反向链接可能会导致404页。 跟踪这些损坏的引用，以
设置重定向到您网站的最新版本。

2. 改善相关内容。 使用我们的最佳页面服务来确定您网站上的最佳页面。 然后查看其中一些信息是否永远是真实
的。 通过添加引人入胜的元素（例如视频，图片等），使此内容对当前的受众更具吸引力。

3. 利用最佳内容实践。 无论您的网站有多老，都应使用各种方法来帮助其在SERP上排名更高。 如果已经存在了一
段时间，请考虑对其进行重新设计，添加结构化数据，启用语音搜索，开发移动版本并使其对本地用户可见。

如何升级

Web.archive.org data 根据web.archive.org，域名年龄为 10 years 9 months.
首次存档索引日期 Feb 01, 2011.

Web.archive.org是一个站点，用于存储有关已归档Internet资源的信息。 它也被称为Wayback Machine，因为它使您
可以快速浏览超过4510亿个网页的旧版本。 它显示了网站首次被索引并对Internet用户可见的日期。 它也充斥着从
随后几年到存档之日的已保存资源数据的副本。

此信息不会对网站的SEO产生直接影响。 但这对于分析其性能和相对性可能很有用。

1. 使用Wayback Machine检索数据。 如果您的网站的旧版本已存档，则在您无法访问网页时可以还原某些内容。
而且，如果您发现一些异常指标，则还可以从站点中检索旧代码，以查看分析标记是否正确放置。

2. 将当前版本的网站保存在存档中。 这样，您将在特定的时间点完美地反映您的内容。 您以后可以将其用作受信
任的参考或备份。

3. 搜索竞争对手以前的网站。 看看他们做了什么更改以及何时进行了更改。 这些信息可能会提示您如何改善自己
的网站。

4. 检查robots.txt。 如果您在网站的可爬网性或技术性能方面遇到问题，请尝试在robots.txt文件中搜索更改。 如
果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任何问题，那么您将确切地了解导致问题的原因。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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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与安全 60

找出您的网站是否有漏洞。 请记住，服务器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安全问题。 确保安全至关重要，尤其
是如果您在网站上接受付款时。

服务器IP 网站服务器的IP地址和地理位置。

23.227.38.32
Location: Canada

本节介绍有关托管给定网站的服务器的IP地址和物理位置上的数据。 前者是指一串数字，分为四个八位字节，每个八
位字节之间有点。 它通常由主机分配，以实现网站，服务器，用户设备和Internet上其他计算机之间的连接，通信和
数据传输。 服务器IP地址通常是静态的，并描述其在网络中的唯一数字地位。

服务器的地理位置显示了服务器的确切位置。 不一定是您总部所在的国家或大多数用户所在的国家。 服务器的物理
位置从一个托管服务提供商到另一个托管服务提供商都不同。

在大多数情况下，网站使用专用或共享的IP地址。 第一种类型为您托管的服务器授予唯一的地址。 但是，最后一个
选项不起作用。 这意味着当您共享同一主机时，其他网站可以具有与您相同的IP地址。

1. 首先，请三思而后行。

2. 无论您使用的是专用IP地址还是共享IP地址，都可以从一开始就安装SSL证书。

3. 如果要控制服务器及其定制，请使用专用选项。

4. 请密切注意服务器的实际位置，因为这可能会影响网站的加载时间。

如何升级

IP规范化
中优先

无法检索网站数据。

当存在重复内容问题的风险时，IP规范化可能会有所回报。 从技术上讲，这是设置从网站IP地址到域名所指向的URL
的重定向的过程。 无论用户选择输入这四个八位位组还是www.yourwebsite.com版本，都应该将它们放在相同的目
标页面上。

鉴于人们极不可能通过IP地址进行搜索，因此IP规范化对您在SERP上的成功几乎没有影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
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设置此重定向可以改善您的排名。 尽管如此，它仍使网站所有者可以放心，以确保他们不会满足
于拆分转换，性能指标和链接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要像通常使用重复URL那样规范化IP地址的原因。

1. 检查您的IP地址是否指向所需的URL。 让您的浏览器或特殊的curl命令可以帮助您。

2. 如果您的IP地址不在应有的位置，请对其进行规范化。 您想使用专用的（否则将无法使用）。 因此，如果您要
使用共享主机，请考虑进行切换。

如何升级



网页分析器 essgoo.com
11月 18, 2021

九凌网络 掌握谷歌seo核心技术 网址：https://www.syoseo.com 电话/微信：
13918719992 第 41

页/
共 43页

3. 转到您的.htaccess文件以配置重定向过程。 对于IP规范化，应实施重写规则和指令。

4. 确保已正确设置。 确认您在.htaccess文件中没有输入任何错误，请检查IP地址是否易于使用。

服务器签名
中优先

HTTP响应包含公开其漏洞的Web服务器版本。

cloud�are

服务器签名可快速查看您使用的服务器和操作系统的版本。 可以在错误页面和其他一些实例上公开访问此敏感信
息。 这样，启用的服务器签名便可以授予黑客（和您的竞争对手）访问您不希望他们指尖的关键数据的权限。

此签名对于服务器的整体安全性至关重要。 它不仅会影响您在网页分析器中的得分，而且还会影响数据的安全性。
当软件信息非常容易获得时，黑客可以利用系统漏洞，使服务器的完整性受到威胁。

1. 访问主配置文件或.htaccess。 它的位置取决于您所运行的操作系统。

2. 在开始编辑文件之前，请记住保存其完整备份版本。 制定计划B至关重要，以防您意外失误。

3. 编辑文件中的代码以禁用服务器签名。 应该使用这些行：ServerSignature关闭后的ServerTokens Prod。

4. 如果您使用的是WordPress，并且不知道如何编辑.htaccess文件，请尝试使用专门创建的控制插件隐藏服务器
签名。 更好的是，让专业人员为您做到这一点。

5. 做好配置文件中的更改后，请重新启动服务器，以使更改生效。 确保您的签名最终被禁用。

如何提高

页面状态
高优先

200 OK

页面状态是指发送请求后出现在给定页面上的HTTP状态代码。 用外行的话来说，这是用户代理与服务器之间的一种
通信方式。 后者处理一个请求（由浏览器或搜索机器人发出），并以3位数的代码表示结果。 然后将其与其他信息和
说明配对以形成完整的HTTP标头，告诉用户代理下一步要做什么。
有数十种标准状态代码和无数种自定义代码。 它们全部表示不同的服务器响应，并且可以根据它们指示的响应类型
分为五组。 可以通过代码中的第一个数字轻松区分它们：1用于信息响应； 2为成功； 3用于重定向； 4网站上的任何
错误； 和5解决任何服务器端问题。

1. 200 OK是您的面包和黄油。 这意味着响应（无论响应如何）都是成功的，并且资源按照您的预期显示。 争取在
您网站的每个页面上获得该结果。

2. 重定向过程发生时，将使用301和302代码。 如果您已切换到其他域或更改了网址，则对它们进行设置至关重
要。

3. 当您的服务器找不到请求的资源时，会显示404。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404页面来进一步指导网站的访问者，并防
止他们陷入僵局。

4. 任何以5开头的状态代码都表明您的服务器可能有问题。 尽力解决所有可能妨碍网站性能的问题。

保养方法

SSL安全 该网站支持安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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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重点介绍您网站上连接的可靠性。 它指示您是否具有SSL证书来保护用户和服务器之间传输的数据。 如果已安
装，则此部分还将阐明其有效期和发行者。

SSL加密是任何网站上数据完整性的基石。 受到此证书的保护，对于访问者处理敏感信息或通过网站付款时来说，意
味着世界。 SSL技术可确保基于密钥的加密连接，从而消除了未经授权访问个人数据的风险，并提供了可靠的用户体
验。

就像人们一样，搜索引擎发现SSL保护至关重要。 在鼓励网站使用HTTPS URL（使用有效的SSL证书进行增强的
URL）的同时，他们将其视为其排名因素之一。

1. 检查所有SSL证书类型的好处。 它们在加密和验证功能方面有所不同，因此您需要进行自己的研究才能找到适
合您网站的内容。

2. 与可信赖的发行人打交道。 调查托管服务提供商是否提供SSL证书和安装服务（其中大多数提供）是值得的。

3. 获得SSL证书后，设置正确的重定向。 建议您仔细扫描您的网站，以确保现在所有URL都进入HTTPS页面。

4. 为了确保性能，可以通过更改所有内容脚本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现在，您可以（并且应该）切换到其HTTPS
版本。

5. 在您的网站及其他网站上进行更新。 您的精致的robots.txt，链接，规范标签，XML sitemap和Google Analytics
（分析）中应包含新的HTTPS页面。

保养方法

混合内容问题
中优先

无法检索网站数据。

听起来就像是混合内容问题。 当您的网站同时加载HTTPS和HTTP元素来满足用户的请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使用SSL证书和通过HTTP运行的任何资产（脚本，媒体文件等）来获取安全页面。

当您的网站提供混合内容时，这将使访问者面临风险。 在不可靠的HTTP上运行的页面的所有部分都容易受到MITM
攻击和网络钓鱼等威胁。 您再也无法保证网站上数据的完整性，因为这些部分使网站无法防御，或者至少不够安
全。

混合内容问题的严重性级别可能有所不同。 它们由由于缺乏HTTPS而仍然易受攻击的资产类型决定。 如果页面上提
供了无法更改其结构或功能的HTTP图片，视频或其他文件，则该内容称为“被动”。 但是，如果它获取控制页面的未
加密代码，样式表，脚本或其他资源，则表示活动的混合内容。

1. 投资正确的SSL证书以确保您网站上的可靠连接。

如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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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差强人意。 您应该进行网页优化，以获得高排名。

2. 将HTTP元素更新为HTTPS，包括脚本，媒体文件和代码。

3. 查明与不安全资源相关的所有剩余站点漏洞。

4. 使用特殊的链接检查器工具，搜寻器或插件来查找和消除它们。

5. 确保在整个网站上启用HTTPS。

不太好。 注意您网站上的违规行为！
网站和服务器漏洞直接影响您的访问者。 选择安全的主机，使用SSL加密并解决上述所有问题非常重要。 解决这些

问题应该是您的首要任务。

要求免费的SEO咨询，并在您的网站上获得更多见解！

保持联系

所有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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