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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商家都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的 Shopify店铺铺在谷歌排名中靠前，除了大手笔砸

钱 Google付费广告，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当然有！做好 Shopify店铺 SEO！不管

你是不是那种土豪级别的老板，投入精力，做好网店 SEO，不断优化，虽然比砸钱出

效果慢一些，但肯定对长期稳定发展更有利。如果你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是 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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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索引擎优化），这篇文章可能并不适合你，您可以

联系我们微信后台，获取一些 Shopify建站的基本信息。

1.工具类

请检查是否设置好了以下工具

1.1. Google Analytics

查看我们的往期文章（“ 超详细图解－Google Analytics分析 Shopify店铺” ）

有详细图解教程，引导你一步步完成设置

1.2. Google Webmaster Tools
1.3. Bing Webmaster Tools

2.Webmaster站点管理员工具

2.1.创建 XML站点地图（sitemap）并通过你的 webmaster帐号提交到 google或者

bing。 Shopify店铺都支持自动生成站点地图(www.你的店铺域名.com/sitemap.xml)；

2.2.通过谷歌Webmaster检测 404/500错误码、重复内容、或其他抓取错误等，发现

任何问题 即刻解决。

3.关键词

运用谷歌关键词工具 Google’s Keyword Planner检 查关键词搜索量以及词的相

关度排行。 你可以站在顾客角度来思考，如果他们要找到你的产品，他们该怎么检索

等，其中相关度最高的词句便是你需要排列最前的。用这种办法可以帮助自己选择出

关键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Q1NzgxMg==&mid=2247483677&idx=1&sn=02379e5db90dc6a2d636af030866ae49&chksm=ea79d766dd0e5e7074c225c3183aa3ab9155b57426942b6c31c0f3cde5a91bcbe8f1be94a172#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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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页优化

4.1.切记，在你的每个页面上 只使用一次 H1标签  。 H1是最大的标题标签，它通

常用来作为页面主标题，显示页面主要关键词。用多了反倒让人主次不分。

4.2. H1标签一定要用在其他标签（H2、H3、H4）之前，Header标签应该按顺序排

列，例如 H1要在 H2之前，H2要在 H3之前，也就是说大的标题显示在小的标题之

前，依此类推。

4.3. 将页面标题 字数控制在 70字以下 ，否则搜索结果会被横腰截断；

4.4. 页面标题要让人读起来舒服，内容当然不能少了排好的关键词，但也不要过度优

化成只剩 下一连串乏味的词；

4.5.将meta description简短描述控制在 150字以内 ，因为这是在搜索结果页

面标题下面的产 品介绍，字数太多会让人看不下去。而且，网页介绍一定要清楚明了

且关键词必不可少，不需要 过度优化，但要确保每个页面的 meta description都要不

一样。

4.6. 你的网址 url中一定要出现关键词，再次提醒， 不要过度优化  ；

4.7. 记住 要给图片加上具体的 ALT标签和文件名  ；

4.8. 尽量 不要在网址 url中出现下划线( _ ) 和连字符( - )  。

5.网页内容优化

5.1.  内容营销策略  ，思考：顾客在买你的产品之前，他们是如何搜到你的产品

呢？据此，你需 要针对某一产品做出精准描述，才能够让潜在顾客一眼看到，举个例

子，如果你想出售吉他，那 么你可以写像《吉他小白们该如何入门》、《万能五和

弦》诸如此类的博客帖子来吸引顾客；

5.2. 保证 每个页面上要有 250字以上的产品介绍  ，搜索引擎比如谷歌的抓取和索

引页都是根据页面内容信息来进行，如果你的页面上的关键词不够、信息不全，那么

仅凭关键词便想搜索到你 的网站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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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发  表的博客或发的帖子这样专门介绍产品信息都最好达 500字以上  ，一般是

写的越多越好 ，但是为了应付只为增字数反而得不偿失，无论怎样都是质胜于量；

5.4. 避免内容重复  ，例如，你想把同种产品放在不同页面上，那么你可以使

canonical标签， 你可以修改通过 Shopify主题模板解决这个问题。

5.5.产  品介绍要独特  ，记住，网站上的所有内容都应该不同，而且都是由你亲自

操刀，写成产 品说明书上那样的赶紧歇菜吧；

5.6. 产品页面下别忘加上顾客评价，这样的页面不仅显得更加丰富，而且还能提高长

尾关键词的搜索量。

6.创建回链

6.1.回链就是人们可以从别的网站上链接找到你的 shopify店铺，谷歌是这样来评判你

的网店链 接的权威性的。也就是说，链接到你店铺的网站越多，那么在谷歌中输入特

定关键词后，人们看

到你店铺的可能性就越大。

6.2.学习你的竞争对手的链接优化方式。利用 Open Link Profiler 工具可以看到

有哪些网址链 接到了你的竞争对手店铺那里。一旦你找到了这些链接源，你也可以依

葫芦画瓢。另外，利用

Open Site Explorer 或 Ahrefs  这 样的工具便能轻松看到对方是如何优化网站，

获悉他们的授权 域，借鉴他们成功方法；

6.3. 借助新闻媒体渠道创建链接，其中专门介绍了如何将店铺网址链接到其他网站

上。有需要 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后台发信息索取。

7.店铺信誉建设

7.1. 借助 Facebook, Twitter, LinkedIn and Google+等其他平台做生意，一定要注册

店铺名，这样才能确保 URL就会随着 Facebook.com/商标名称出现，顾客在自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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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索引擎上搜“商标名 称”的时候便能轻易找到你的店铺。当用户在这些社交网站上

访问你的店铺时，比如 url都是这样的，facebook.com/cnshopify，

pinterest/cnshopify，instagram/cnshopify，这有助于用户形成对品牌的统一认识。

7.2. 利用评论平台来宣传自己产品，推广自己的 shopify店铺，比如 Amazon、

Google Business 、Yelp、FourSquare、TrustPilot,、Epinions等，这些网站一旦能

够链接到你的店铺，那搜索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些平台就像是 大众点评网，如果他

们在上面找到了你的店铺，而且评价还不错 ，那对店铺的声誉也是很好的。

8.其他提升网络关键词排名渠道

8.1. 确保你的店铺是支持移动端的，shopify的每个主题都是自适应的，这个不用担

心。但如果 你是使用的自己的主题模板，那可能需要检查一下。

8.2. 如有任何疑问，须查看 谷歌 SEO官方细则  ，谨防因任何不小心而造成的损

失，所以，采用 SEO技术前一定要做好研究，防患于未然。

结语

一旦运用该 checklist，你的网站便能自动排序，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新注册的店铺

会耗时 会更久，你可以把时间更多投入到内容创建，建立关系导入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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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跨境免费资源

云跨境官网免费资源链接：http://storewins.com/download
腾讯免费小课堂视频课程链接：http://v.qq.com/vplus/9106bb3894153d106f7512c83666adff
卖家成长收费视频课程链接：http://www.sellergrowth.com/sets/setdetail/42/

联系我们

您有多种方式向我们咨询、获取帮助。

官方 qq群：群号 104730441
官方邮箱：info@StoreWins.com
联系电话：137-3352-8315
除此之外，您还有我们的建站专家一对一联系方式。

http://storewins.com/download
http://v.qq.com/vplus/9106bb3894153d106f7512c83666adff
http://www.sellergrowth.com/sets/setdetai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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