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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用 WordPress 搭建的网站已经占到了整个互联网网站数量的

0.8%。毫无疑问，WordPress 已经成为所有热衷于写博客的人的首选平台。现在每天都有成

千上万的人用 WordPress 博客程序搭建博客化的 CMS(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但并不

是所有这样做的人都对他们的博客进行了搜索引擎优化（SEO）。因此，在这本电子书里我

将教你如何快速将 WordPress 进行搜索引擎优化，让你的网站对搜索引擎更加友好。

也许你已经知道一些这样做的技巧，那么下面这些步骤将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检查项目，

你这样做了吗？

细心地按照下面几步做，如果你想要你的博客获得最好的搜索引擎优化效果，请记得不

要遗漏了下面任何一步。

※ 第一步 - 博客标题和副标题

可以肯定的是你应该知道如何安装 WordPress 的。如果不会，那么请查询

http://codex.wordpress.org.cn/installing_wordpress。

安装完成之后，进入 WordPress 的管理后台，并依次选择设置（Options）-> 常规

（General），填好你的博客标题和博客副标题。确定你的标题是有意义的，你的副标题对搜

索引擎是友好的。副标题应该是你用你这个博客做些什么的概括，并且确定你的网站的正确

的关键字。把其他的信息填满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步。

§Chada 补充：

现在的博客多如牛毛，博客标题也层出不穷，选择一个适当的独特的标题是很重要的。

Chada 建议在确定标题的时候尽量避免和一些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博客同名，因为这样不

利于搜索引擎的排名；同时博客名应该具有个性，独特的名字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吸引读者。

但是，尽量避免“标题党”主义，过于花哨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令人生厌。

副标题也是很重要的，它应该能简明扼要地切中你的博客的主题，它应该包含你的博客

中最重要的关键字，它还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你的标题具有同等魅力。

※ 第二步 - 更新通知

还是在设置（Options），选择下一个叫做录入（Writing）的选项，并移到页面下方的更

http://www.blogohblog.com/
http://www.genmicha.cn/
http://codex.wordpress.org.cn/installing_wordpress


新通知的地址栏。这里你可以输入一些更新服务器，每行一个地址。它们是一些接受你的博

客更新消息的网站，当您发布一篇新文章时，WordPress 会自动 ping 下列地址，以通知这

些网站你的博客有更新。

这一步可以让你的博客更加社会化，同时通过这些更新服务器也可以给你的网站带来流

量。上网冲浪的人们通过像 Technorati 和 Sphere 这样的网站可以很容易就发现你刚刚发表的

文章的标题，如果他们对你的文章内容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访问你的网站。下面是我在

WordPress 官方网站找到的一个 Ping 服务的地址列表，你可以复制它们并粘贴在你的更新服

务器的更新通知地址栏里：

http://blogsearch.google.com/ping/RPC2
http://1470.net/api/ping
http://api.feedster.com/ping
http://api.feedster.com/ping.php
http://api.moreover.com/ping
http://api.moreover.com/RPC2
http://api.my.yahoo.com/RPC2
http://api.my.yahoo.com/rss/ping
http://bblog.com/ping.php
http://bitacoras.net/ping
http://blogdb.jp/xmlrpc
http://blog.goo.ne.jp/XMLRPC
http://blogsearch.google.com/ping/RPC2
http://blogmatcher.com/u.php
http://bulkfeeds.net/rpc
http://coreblog.org/ping/
http://mod-pubsub.org/kn_apps/blogchatt
https://phobos.apple.com/WebObjects/MZFinance.woa/wa/pingPodcast
http://ping.amagle.com/
http://ping.bitacoras.com
http://ping.bloggers.jp/rpc/
http://ping.blogmura.jp/rpc/
http://ping.blo.gs/
http://ping.cocolog-nifty.com/xmlrpc
http://pinger.blogflux.com/rpc/
http://ping.exblog.jp/xmlrpc
http://ping.feedburner.com
http://ping.myblog.jp
http://pingqueue.com/rpc/
http://ping.blogg.de/
http://ping.rootblog.com/rpc.php
http://ping.syndic8.com/xmlrpc.php
http://ping.weblogalot.com/rpc.php
http://ping.weblogs.se/
http://rcs.datashed.net/RPC2/

http://technorati.com/
http://www.sphere.com/


http://rpc.blogbuzzmachine.com/RPC2
http://rpc.blogrolling.com/pinger/
http://rpc.britblog.com/
http://rpc.icerocket.com:10080/
http://rpc.newsgator.com/
http://rpc.pingomatic.com/
http://rpc.tailrank.com/feedburner/RPC2
http://rpc.technorati.com/rpc/ping
http://rpc.weblogs.com/RPC2
http://rpc.wpkeys.com/
http://services.newsgator.com/ngws/xmlrpcping.aspx
http://signup.alerts.msn.com/alerts-PREP/submitPingExtended.doz
http://topicexchange.com/RPC2
http://trackback.bakeinu.jp/bakeping.php
http://www.a2b.cc/setloc/bp.a2b
http://www.bitacoles.net/ping.php
http://www.blogdigger.com/RPC2
http://www.blogoole.com/ping/
http://www.blogoon.net/ping/
http://www.blogpeople.net/servlet/weblogUpdates
http://www.blogroots.com/tb_populi.blog?id=1
http://www.blogshares.com/rpc.php
http://www.blogsnow.com/ping
http://www.blogstreet.com/xrbin/xmlrpc.cgi
http://www.holycowdude.com/rpc/ping/
http://www.lasermemory.com/lsrpc/
http://www.imblogs.net/ping/
http://www.mod-pubsub.org/kn_apps/blogchatter/ping.php
http://www.newsisfree.com/RPCCloud
http://www.newsisfree.com/xmlrpctest.php
http://www.popdex.com/addsite.php
http://www.snipsnap.org/RPC2
http://www.weblogues.com/RPC/
http://xmlrpc.blogg.de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你发布一篇新文章时，WordPress 会尝试一个一个地 Ping 下面

的服务器地址，这在你发表另一篇文章或在后台进行其他操作之前需要浪费一点时间。你可

以通过安装一个叫做 No Ping Wait 的插件来避免这种情况。这个插件可以把 Ping 的过程转

移到后台进行，这样你就可以即时地进行其他操作了。下载这个插件，上传到你的服务器，

并激活它。

§ Chada 补充：

中文用户常用的 ping 地址可以在上面的基础上多添加如下几个：

http://www.feedsky.com/api/RPC2

http://www.exwebjunkie.com/nopingwait2.zip


http://www.xianguo.com/xlmrpc/ping.php
http://api.my.yahoo.com/RPC2

※ 第三步 - 定义你的 WordPress 主题的标题标签

每一个叶面的标题标签是搜索引擎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 WordPress 主题经常

都没有对它们进行优化。为了让你的主题对搜索引擎更加友好，进入 WordPress 后台，选择

模板（Presentation）- 模板编辑器（Theme Editor）。打开 header.php 文件进行编辑，然后

用下列代码替换<title> & </title>中的“&”所代表的内容：

<?php if (is_home () ) { bloginfo('name'); } elseif ( is_category() ) { single_cat_title();
echo " - "; bloginfo('name'); } elseif (is_single() || is_page() ) { single_post_title(); }
elseif (is_search() ) { bloginfo('name'); echo "search results:"; echo
wp_specialchars($s); } else { wp_title('',true); } ?>

§ Chada 补充：

以“GENMICHA | 趣站酷软”为例，该段代码在各种情况显示的标题效果是：

1、在首页：显示博客标题“GENMICHA | 趣站酷软”；

2、在分类页：显示“分类名 - GENMICHA | 趣站酷软”；

3、在单篇文章页面：显示该篇文章的标题；

4、在搜索页面：显示“GENMICHA | 趣站酷软 搜索结果：搜索的关键字”；

5、在除这些之外的页面：显示博客标题“GENMICHA | 趣站酷软”。

※ 第四步 - Meta 标签

WordPress 不会在你的博客中添加任何不属于这个程序的 Meta 标签。如果你希望搜索引

擎喜欢你的博客并对它“产生好感”，Meta标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可以利用 All in one
SEO pack 插件来添加这些 Meta 标签，你也可以用这个插件来添加上一步中说到的标题标

签。利用这个插件你可以在 WordPress 轻松的对你的博客进行搜索引擎优化。还有一些类似

的插件可以用来在博客中插入 Meta 标签，你可以在 Google 中搜索它们。

§ Chada 补充：

All in one SEO pack 中文版可到此处下载。这是一个懒人工具，可以为你省下不少时

间，通过简单的设置，它可以为你的 WordPress 的 SEO 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于 Meta 标签，All in one SEO pack 只提供了有利于搜索引擎优化的几个标签，如果需

要的话，你可以到 Google 查询支持其他功能的 Meta 标签，它们可以让你的博客更精彩。

※ 第五步 - 永久链接和 Mod_rewrite

搜索引擎会很迅速收录你的页面如果你的页面 URL 地址是基于文字的而不是一大串代

http://genmicha.cn/
http://wp.uberdose.com/2007/03/24/all-in-one-seo-pack/
http://wp.uberdose.com/2007/03/24/all-in-one-seo-pack/
http://cuteleo.cn/2007/10/04/all-in-one-seo-pack-chinese-translation.html


码。在你的页面地址中添加能描述你的页面内容的文字，它可以告诉蜘蛛关于你这个页面内

容的一些消息。比如说，URL 地址 http://genmicha.cn/?p=123 对搜索引擎是不友好的，但如

果指向同一地址的 URL 为 http://genmicha.cn/gspace-turn-gmial-to-disk.htm，它便会更容易为

搜索引擎收录。

这种链接转换是通过一种叫做 Mod_rewrite 的服务器支持的特性，它利用一个放置在网

站根目录的叫做.htaccess 的文件实现的。WordPress 已经在它的后台嵌入了可以生成不同

URL 地址的功能，所以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进入后台使用这个选项。在后台选择设置

（Options），然后选择永久链接（Permalinks），你会看到如下几种设置：

点击第四个选项，然后在文字输入框输入%postname%.htm 或%postname%.html。这样做

会使你的 URL 地址包含你的页面或日志页面的标题，并符合静态页面的格式。如果你有一

个标题为“我爱生活”的日志，它的文章缩略名为“I love life”，那么这项功能把你的具体

的日志页面地址转化成 http://genmicha.cn/i-love-life.htm。

注意：这项功能实现的前提是你使用的是基于 Linux 并支持 Mod_rewrite 函数功能的主机。如果不是的

话，你可以选择第二项，这个选项是基于日志发表的日期和文章的标题的。

§ Chada 补充：

关于永久链接和 Mod_rewrite 的相关问题，你可以参照 Chada 的文章：伪静态化你的永

久链接，里面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 第六步 - 优化你的关键词

当发表一篇新的日志或建立一个新的页面的时候，确定你已经添加了适合的关键词。尝

试在这些关键词中添加包含标题中你希望被搜索到的和被收录的一些词语。如果你的内容是

独特新颖的，而且你为你的日志添加了正确的关键词，搜索引擎会很快就找到你的这些文章

并收录它们。

使用 Overture 的关键词建议工具（Keyword Suggestion Tool）是寻找和你的内容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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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关键词并进行优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利用你的关键词的变化并在不同的短句中重复它

们。

搜索引擎为你的网页排名是根据以下关键词的如下规则：

√ 关键词的准确性和明显度

√ 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 关键词的集中程度

√ 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

√ 关键词在内容中的位置

所以，确定在发布到读者面前之前，你的文章中的关键字是均衡的，并请不要滥用关键

字因为每一个人都讨厌这种方式，包括搜索引擎。

§ Chada 补充：

关键字无论是对于一个网站还是对于一篇文章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写作之前你可以

通过 Google 的 Adwords 和百度的搜索热榜确定你的关键字，这样，搜索引擎会对你的博客

更加“关照”。

在提交你的文章之前，确定你在文章编辑栏下方的 Tags 栏里填入了这篇文章中的关键

字，如果你有使用 All in one SEO pack 插件，不要忘了，在 key words 一栏也添加同样的关

键字。

※ 第七步 –Google 网站地图

Google 网站地图是一个包含你网站上所有已经发布的页面或文件的 URL 地址和一些附

加信息的文件。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Google 网站地图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提高你的网站的排名，

但是，它能够引导 Google 蜘蛛在你的博客爬得更深更广，这有利于搜索引擎收录你的页面。

你可以用一个可以自动生成 XML 各式的网站地图的插件来为你的博客生成网站地图。在这

里下载-> Google Sitemaps Generator for Wordpress

当你安装完这个插件之后，你可以进入后台设置并生成你的博客的网站地图。你还可以

设定它的更新频率，这样它可以定时自动生成。

§ Chada 补充：

生成 Sitemap（网站地图）之后，你可以把它提交到 Google, Yahoo!和 MSN 三个网站提

供的站长工具服务里，这样有利于这些搜索引擎更快地收录你的网页。提交到这些网站你需

http://www.arnebrachhold.de/projects/wordpress-plugins/google-xml-sitemaps-generator/


要有这些网站的账号，三个网站的提交地址如下：

Google webmaster tools Google 站长工具

Yahoo! webmaster tools Yahoo!站长工具

Live webmaster tools MSN 站长工具

※ 第八步 - 社会化书签插件

你应该去下载并安装一个可以让你的读者很方便地把你的文章添加到各式各样的像

Digg.com、Reddit、Stumbleupon 等类似的书签聚合网站的书签插件。AddThis 是目前最流行

的书签插件。它支持在你博客中的每一篇文章后面添加一个书签工具，我毫不迟疑的推荐它。

§ Chada 补充：

中文社会化书签插件推荐使用 wp_addbookmarks，这个插件可以方便你的读者将文章轻

松提交到如下书签网站：

在该插件作者的页面，你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插件的相关介绍和使用说明。

这是“WordPress 新手搜索引擎优化[SEO]指南”的结尾了，我希望每一位使用 WordPress
的人都能从这个指南里受益。

-作者：Jai Nischal Verma
-译者/补充：Ruba Chou[Chada]

如果你是一个博客，下面的信息也许对你有用：

◆ 建立网站链接“十诫”[翻译中] 作者：Jai 翻译：Chada

◆ 如何利用博客赚钱 [翻译中] 作者：Jai 翻译：Chada

说明：

1、以上内容译自 WordPress SEO for Beginners，部分内容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中文习惯和一些

变化有更改，另外有少量内容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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