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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搜索引擎的策略保守且封闭。站长们往往通过试错的办法，试探

搜索引擎对网站、网页的质量判定标准，但这种尝试可能只会取得短期的正向效果。而各

种针对搜索引擎刻意作弊的手段，对用户不友好的行为也开始大量出现。

  网页质量，是网页在设计、版式、内容等维度上对用户需求是否满足的一个衡量标准。

基于搜索引擎生态及用户体验的大背景，360搜索制定了一套判断网页质量的标准。在这个

标准框架下，360搜索对高质量、原创并且符合用户需求的网页内容，会给予收录和排序的机

会。同时，对一些存在安全风险，针对搜索引擎作弊，影响用户体验及需求满足的低质量

内容，在收录与排序上进行控制！

  此次推出的《360搜索网页质量白皮书》（1.0版本），旨在公开360搜索在网页质量方面

的判断标准，为站长们提供建议指南，指导网站的内容建设，进而促进更多高质量原创内

容的产生，构建良性的互联网内容生态。我们愿意与站长们携手，在满足搜索用户需求，为网

站带来流量的共赢基础上，共同为广大用户服务，让优质网站更好更长远地发展！

360搜索网页质量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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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价值判断标准

网站主题

1.1 体现网站价值的主题

  网站在建立伊始，一般都会确定后续的内容主题方向，比如图片站、企业站等。然后

再根据这个主题方向，扩充相关的内容。

  360搜索建议：网站应紧扣自身所在的行业领域及网站主题框架，产出符合用户需求

的优质内容，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而体现出自身的价值。我们非常不建议网站通过大规模

批量采集的方式，摘录其他网站的内容来扩充自己的网站，对于这一种情况，我们会视情

况降低其收录量和排序，甚至直接拒绝收录！

  但是，目前也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现状：随着网站数量的增长，网站同质化问题越

来越严重，例如：新闻资讯站、小说站、商情站的数量非常多。一些内容在互联网中重复性

太高，可替代性很强。建议站长朋友们在选择网站内容主题方向时，可以优先考虑小众，

并且可深入挖掘内容的门类，在内容上与其他网站形成差异化，做成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的

网站！

1.2 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导向的原则

  网站的内容需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导向、社会正向思潮保持一致。站长朋友们

应坚决避免网站中出现各类政治有害、诈骗、博彩、虚假、色情敏感及灰色产业信息。涉

违法信息的网站会被主管部门问责整改或处以行政、刑事处罚，违法类有害信息也是360搜

索坚决抵制的一种类型！

网站的稳定与安全

2.1 网站访问的稳定性

网站存在访问异常，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类  型 说  明

访问不稳定

域名失效 / 无法访问

是指因设置问题或故障，导致网站时而可访问，时而又无

法访问的情况。

是指域名设置错误、停止解析、服务到期、故障等原因，

而导致网站无法访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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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搜索会对存在访问异常的网站进行处理，具体来讲：

如果网站经常处在访问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首页都经常无法打开的），360搜索会降

低网站的收录量及排序；

如果域名停靠或者无法访问，我们将直接删除网站在360搜索中的收录。

因此，我们建议：

建站初期：在遴选域名及空间服务器时，选择品质优秀、服务稳定的产品，并建议配

设相应的容灾机制和应急方案，避免因为服务故障导致网站访问异常；

  运营过程中：不建议频繁变更网站设置，特别是与网站访问直接相关的服务器设置；

做好网站可持续访问的准备，提前做好域名、空间续费等事宜，防止他人恶意抢注域名，

给您造成损失；

网站关闭：做好网站关停准备及数据处理，并及时通过站长平台申请删除网站死链。

  此外，我们在这里也建议各位站长，将360搜索的蜘蛛IP添加到网站的访问白名单

中，保证360搜索能够正常抓取网站的内容。

2.2 网站安全

       网站不安全，用户在访问网站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中毒、受骗。

       网站被黑，一般是网站对安全问题不受重视，从而导致大规模被挂马和被篡改。在搜

索引擎结果里，被黑的网站往往会有以下体现：

      在搜索引擎中，网站标题摘要被篡改成博彩、色情、违法信息，如下图所示：

      使用 site 语法，可发现域名下出现大量垃圾子域名或垃圾网页；

      通过搜索引擎的访问请求，会被强制跳转到博彩、色情等非法内容站点；

      用户去点击这些网站时，可能还会出现被某些安全软件提示报毒等。

图1 网站被黑导致标题摘要被篡改

http://www.so.com/help/spider_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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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访问被黑站点时被提示风险

360搜索对于网站是否安全的态度：

对于网站内容优质、访问安全的网站，我们会优先考虑收录；

对于不安全网站，我们会采取降低排序的办法，或直接拒绝收录。

       建议网站完善风控机制，规范账号密码及信息管理的流程。及时备份网站数据。防范
潜在的挂马、被黑的风险，防止让他人有机可乘。保障网站的稳定运行！

网页质量评估维度

  网站是多个网页共同组成的集合。细化到单个网页的质量时，360搜索在一般会按以

下几个维度进行综合衡量：

内容质量；

用户体验；

网页资源可访问性。

下面，我们向大家具体介绍这些维度：

内容质量

  在评价网页的内容质量时，360搜索首先会考虑这个网页内容的优劣，以及对用户需

求是否可以被满足。

3.1 不同类型网页的质量关注维度

网页的形态不尽相同，针对不同类型的页面，360搜索在质量上也会有不同的关注维
度。我们在此举一些常见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网站首页：标签是否完善、清晰；网页中的内容及链接是否可访问。

列表页、搜索结果页：内容与网页主题、搜索词是否有相关性，并且内容清晰，符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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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习惯。

文章页：是否提供完整、真实的内容，图文并茂更佳。

新闻页：具备新闻属性，对新近发生的事实有完整准确的报道，图文并茂更佳。

小说页：能否提供清晰可阅读的小说内容，无错章，章节之间连贯，更新及时。

文档页：用户是否可以正常阅读，是否有权限限制。

视频页：是否清晰且能正常播放，是否有权限限制。

图片页：图片是否清晰且能浏览，有文字信息介绍该图片中的内容更佳。

百科及问答知识页：是否对某一事物、词语、现象进行了准确的解释，或具有参考价值

的答案。带有图片或参考资料说明更佳。

  以UGC为主要特征的网页（如：博客、自媒体、贴吧、社区帖子）：是否能产出独具自

身特色或观点的内容，内容完整丰富，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商品页：是否提供了完整真实的商品信息，是否提供了可成功购买入口。如有产品评价

的内容会更好。

  分类信息页：是否提供了完整有效准确的信息（如黄页中的联系方式，地址，联系人，

公司，产品信息是否准确有效），并且没有过期。

下载页：是否提供了下载的入口，是否有下载权限限制，下载的资源安全且真实。

3.2 网页内容质量现状与收录的权衡

  根据2017年7月发布的第40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7年月，

中国网站的总数已达 506 万个，半年增长率为 4.8%。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7.51亿 。

目前，全网网页数量已接近万亿级别。网页内容的质量情况大体分布如下：

    数据来自：360站长平台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尽管网站、网页数量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量级，但

优质内容仍然较为稀缺。互联网中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质量一般的内容，还有相当一部分内

容是属于内容质量差的。因此，基于网页资源质量的实际情况，从用户需求和内容索引择

优的原则出发，并非所有网页都会被360搜索收录。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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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容质量好的网页

一个内容质量好的网页，往往是网站投入了一定精力来制作的。具备原创属性。资源有

效、权威，能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能彰显出网页及网站的价值。个别内容甚至是全网独

家拥有的稀缺资源。

对于此类网页，360搜索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优先收录和排序的机会。我们列举了其中

一小部分网页作为例子，供大家来感受一下：

3.4 内容质量一般的网页

相较于内容质量好的网页，这种类型的网页往往可能不是网站自身原创的，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本身网页中的内容可替代性较强。对于此类网页，360搜索

会综合其资源可替代性、需求满足程度、用户体验等维度考虑其是否收录及排序高低。

示  例 说  明

case1 政府网站一个权威且完整有效的通知。

case2 新闻网站的原创内容，倾注了精力运营的新闻报道或专题。

case4 经过网友用心编辑，内容丰富的 UGC 内容。

case5 房产网站的一个丰富且内容有效的列表页。

case6 一个 IT 技术类博客文章，内容完整且能解决专业技术性问题。

case7 购物网站一个包含商品信息、评价的完整页面。

case3 医疗网站发布的内容丰富且权威的页面。针对感冒，提供了问答、文章、

症状、诊断和鉴别等内容，可满足用户的需求。

case8 汽车网站提供的车系聚合信息页，包含了汽车价格，配置参数，经销商，

评价等全面且多样的信息。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1/content_5141603.htm
http://news.qq.com/photon/living.htm
http://www.chunyuyisheng.com/pc/disease/237446/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350040/answer/209948633
https://cd.lianjia.com/ershoufang/l2/
http://blog.csdn.net/gitchat/article/details/77849331
http://item.jd.com/620184.html
http://car.bitauto.com/qiruiairuiz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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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内容质量差的网页

这种类型的网页，往往主体内容不完整，缺失有效信息，无法从实质性上解决用户的需

求。请站长们尤其需要注意：如果在一个网站中此类网页占比很大，不仅影响用户的体

验，也会影响到360搜索对这个网站或网页的评价。

提供一些 badcase 例子，供站长们参考：

3.6 作弊网页

此类网页往往有作弊行为，内容粗制滥造，完全不能为用户提供任何帮助，甚至还夹带病
毒，没有任何价值。360搜索会依据实际情况，做降低排序和直接拒绝收录的处理！

在此，我们列举一部分例子，请各位站长知悉：

示  例 说  明

case1 网页主体内容缺失。

case4 差标签页、差搜索结果页，列表页的标题和内容相关性差。

case5 视频页标题文不对题，还带有推广的性质。

case6 网页中的文字、链接、图片、视频或必要的下载链接失效。

case7 论坛水贴。

case3 问答类网页存在有问无答、回答无用、回答推广等特征。

case2 交易、团购、活动结束，商品下架，招聘失效等，不能满足用户当

前时效需求。

case8 通过新闻网站、博客等渠道发布的医疗推广内容，以及差医疗站点。

case9 网页或文章的标题与内容相关性差，或者毫无关系。

示  例 说  明

case1 在正常文章的句子或段落之前穿插其他无关联的关键词或锚文本。

http://p0.qhimg.com/t01b1f61ad80c4c6692.png
http://p5.qhimg.com/t017e7f7a58f409e724.png
http://p1.qhimg.com/t0161d43d2adf2d6011.png
http://p1.qhimg.com/t01e0e34c30863f0e17.png
http://p4.qhimg.com/t0110a62766548a1da8.png
http://p5.qhimg.com/t013d6aab55fa4a3fd8.png
http://p7.qhimg.com/t01ac4c95f9546ac2f3.png
http://p2.qhimg.com/t0141d9c81388d5b587.png
http://p1.qhimg.com/t011d593f606e5158c8.png
http://p4.qhimg.com/t0140fa199be6d8c62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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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体验

    对于用户体验，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判定：

      广告对主体内容的干扰度；

示  例 说  明

case5 页面有虚假电话、虚假下载、钓鱼网站等危害用户安全的行为。

case6

case4
把转载的文章进行再加工，欺骗搜索引擎，让其认为这是一篇原创

的文章。

case3
网页打开跳转到其他带有明显推广盈利性质的页面，如博彩、色情等，

或跳转到其他明显作弊特征的页面。

网站内容采集于其他网站，通常有规模大、范围广、板式差、不完整

等特征，并可能兼有其他黑帽 SEO 或作弊行为，达到被搜索引擎收

录的目的。

case7

网站将目录或频道页租售出去，或自行有意而为之。在全站或其中几

个目录下，发布大量与网站主题完全无关的内容，包括蹭热点事件、

编造八卦、发广告软文、甚至发布低俗色情及非法的内容，以此来达

到吸引用户点击的目的。

case8

在首页或子页面刻意设置垃圾外链，形成恶劣链接关系，达到欺骗搜

索引擎或恶意推广的目的。部分网站甚至利用这一手段，形成了链接

买卖和链接黑市交易的行为。

刻意生成大量二级或多级子域名，制造作弊垃圾内容，获取搜索引擎

的广泛收录达到推广目的。

case2
在网页或标题中刻意的大量重复关键词或锚文本，进行恶劣优化，提

高关键词密度，从而欺骗搜索引擎。

case9

利用模板粗制滥造，生成大量相同但质量很低网站，达到欺骗搜索引

擎排序目的。
case10

http://p8.qhimg.com/t017eb2258cfb8fb78e.png
http://p1.qhimg.com/t0137aac9d00dafb57b.png
http://p5.qhimg.com/t019e7feb0e45e17bfe.png
http://p7.qhimg.com/t0126756b6b2caf217a.png
http://p0.qhmsg.com/dr/689__70/t01f415faf99c9c097b.png
http://p0.qhmsg.com/dr/722__70/t018ed40f31f901fcac.png
http://p4.qhimg.com/t01aa104e23a07299e8.png
http://p0.qhimg.com/t01c445542c94d0157d.png
http://p0.qhmsg.com/dr/750__70/t01bdf16241db84e59a.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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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洁度。

4.1 广告对主体内容的干扰度

广告是网站收入的一个来源，我们理解站长朋友们在网站运营过程中耗费的心血。在

一个网页中插入广告，如果数量合适、排版合理、内容优质、不影响用户对网页主体内容的

阅读，可视为对页面内容的一种补充。相反，网页上如存在大片广告，干扰用户阅读，恶

意让用户点击、下载、收藏、转发，甚至连续跳转、弹窗霸屏，都会伤害到用户的体验！

4.2 内容整洁度

用户访问一个网页，他们首先感知到的，就是网页内容及版式是否利于阅读。一个整

洁清爽的网页，用户能很方便地阅读到其中的内容。相反，一个内容及版式很差的网页，

不仅影响用户的体验和评价，也增加了用户获取内容的时间和精力。

提供一些 badcase 例子，供站长们参考：

对于用户体验好的网页，360搜索会给予其收录和排序，而对于用户体验差的网
页，360搜索会降低其排序，甚至拒绝收录！

网页资源可访问性

5.1 具有打开及获取权限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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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说  明

case2 满屏都是广告，访问后完全看不到网页的内容。

case3 页面广告很多，板式很差，正文几乎不能阅读。

case4 编辑失误导致页面段落杂揉在一起，没有分段，阅读非常吃力。

case5 页面内容不分段，部分语句前言不搭后语，用户完全不能正常阅读。

case1
网页有主体内容，但是广告占据了大量篇幅，在低分辨率的显示器或

移动设备上阅读较为吃力，不利于用户获取信息。

http://p3.qhimg.com/t019953c179aebdb737.png
http://p2.qhimg.com/t01a297f2494fc01752.png
http://p4.qhimg.com/t016591e78cc08a5c2b.png
http://p8.qhimg.com/t0182514529791d36d4.png
http://p1.qhimg.com/t01d1297612b955122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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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网站会通过权限，来限制用户访问页面。限制的类型往往有：要求用户安装插件或

软件，以及要求用户付费。

  我们并不主张这种提高内容获取门槛的行为。对于一些非原创，非优质，来自于转载

并且可替代性很强的内容，用户在访问时还被权限限制的，360搜索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其收录及排序。

  但一些提供高质量、原创、正版内容的网站，在内容建设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成本。

用户在获取页面或资源时，会被要求安装软件和插件、甚至付费。此类情况多出现在一

些具有自制节目或购买了版权的视频站，以及一些提供专业文献检索的网站中。对于此

类页面，360搜索不会将其视为对用户不友好的行为。

注册和登录页面，其本身目的就是要求用户进行注册和登录，因此这种类型的页面不
会被归为“具有打开及获取权限的网页”。

以下是一些举例，供站长朋友们参考：

5.2 死链及失效页面

  网站在运营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死链和失效页面。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罗列几种常

见的类型：

示  例 等级程度 说  明

case4

case3
页面的内容不完整，并且内容替代性很强，但仍然需要权

限才能阅读。

视频播放和下载时，被要求安装已经无法使用或非常冷门

的软件。

case2
内容并非来自于网站自身的原创，互联网上存在大量可替

代的资源，但仍然要求付费才能下载。

case1 可接受

不建议

不建议

不建议

  

 

  

某视频网站上的一部电影，普通用户只能看 5 分钟，完整

观看需要购买 VIP。网站在获得电影时需要支付很高的成本，

这类情况360搜索会认为是可接受的。

http://p8.qhimg.com/t01c213fac7a3401e1d.png
http://p2.qhimg.com/t01cda8ab6df72f800f.png
http://p6.qhimg.com/t0133af1bc082a549f2.png
http://p2.qhimg.com/t01f75dcb18f8fa7c9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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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链及失效页面对用户没有任何价值。网站中如果这一类型页面数量占比很大，会影

响到整个网站的收录与排序，请站长们务必重视！站长们可通过360站长平台，及时提交死

链进行删除。

站长们在设置页面死链的类型时，请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设置。建议大家将死链优先设置为

“协议死链”的状态（即表格中第一种类型）。360搜索蜘蛛也会在重新抓取后识别出这些死

链，进而推送删除。

类  型 说  明 示  例

协议死链

内容死链

跳转死链

指通过 http 协议状态码，明确表示网页已经无法访问的页面

类型。常见的协议死链状态码包括：404、403、503、504

等状态。

跳转死链，是指一个页面内容失效之后，以 301、302 跳转

的形式，跳转到特定的死链特征页面上。例如这个跳转到了：

https://store.taobao.com/shop/noshop.htm

内容死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网站自身内容变化引起。网页

可以正常打开，http 协议状态码为 200。常见的类型包括：

帖子被删除、内容已转移、空间被关闭、信息已过期、交易

已关闭等。

视频死链 视频页面中的视频主体不能播放，提示已经删除、已经下线等。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http://www.anhui365.net/okokFzQc5X/
http://mix-max2009.taobao.com/
http://yc.sxgov.cn/content/2017-10/11/content_8325966.htm
http://p4.qhimg.com/t019b4427adf5da3bf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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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建议

作为国内第二大搜索引擎，360搜索致力于为广大网民提供信息检索服务，并通过一

系列策略，努力将更多优质内容提供给用户，因此，我们希望能和广大站长朋友们携手，

一起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总结《360搜索网页质量白皮书》（1.0 版本）的内容，我们向广大站长们提供以下建议，即

“一个避免、五项关注”：

避免针对搜索引擎的作弊和黑帽 SEO 手段。我们非常不提倡此类行为，轻者导致排序

降低，重者收录被拒绝；

关注用户需求的满足与用户体验。网站应该优先考虑用户的利益与需求，并同时提升用

户体验，而不是针对搜索引擎的单方面迎合优化；

关注高质量原创内容的产出，减少低质量内容在网站中的数量。网站的价值不是通过采

集等手段获得，而是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原创内容，以合理的方式体现网站的特色，考虑站

点的短期收益，更重视站点的长远发展；

关注失效内容与死链的清理。及时处理网站中的失效数据、过期信息与死链，并及时提

交给搜索引擎进行删除；

关注网站安全与访问的稳定性。防范潜在的网站安全风险，保证网站的可用性和访问稳

定；

关注360搜索的公告和动向，并积极自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积极使用360站长平台提
供的工具，进行数据查询和监控。

360站长平台地址为：http://zhanzhang.so.com/，欢迎大家注册使用！

http://zhanzhang.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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