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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收录问题

1.1

什么样的站点会受到搜狗欢迎？

搜狗会收录满足用户需求的网站和网页。搜狗最重视的就是用户体验。
站长们一定要意识到，站点应该是面向用户的，而不是面向搜索引擎的。因此一个
受到用户欢迎的站点，最终也会受到搜索引擎欢迎；反过来，如果你的站点做了很多针
对搜狗的优化，但却给用户带来大量负面体验，那么，你的站点最终肯定会被搜狗和用
户遗弃。
面向用户的站点一般会满足以下三个特征：
① 站点稳定可访问；
② 站点内容真实、完整、丰富、对用户有意义有帮助；
③ 站点浏览体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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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什么样的网站搜狗不予收录？

内容重复，有更佳资源可替代的网站
对于简单抄袭与采集的内容，搜狗有理由不予收录。简单抄袭和采集会影响用户体验，
因此搜狗更喜欢独家，或经过人工认真编辑的内容。
无实质内容或内容无意义的站点
类似“淘宝客”站点，自身无实质商品信息，跳转到淘宝站点的；内容不可理解，无意
义的，搜狗有理由不予收录。
作弊的站点
作弊包括一切针对搜索引擎做的欺骗流量的行为：恶意关键词优化、低质甚至垃圾友情
链接等。作弊会严重影响用户体验，一经发现，搜狗会对作弊站点进行严厉打击，包括
降权以及封禁。处罚时间最短为 60~90 天，整顿完成后申述，达到标准后可恢复收录或
恢复部分收录
盗版内容的网站
包括盗版视频，书籍，私服等。未经版权拥有者授权，非法设立的网络服务器的站点，
搜狗有理由不予收录。
涉及无保障财产交易的网站
为保障用户财产安全，对于可能会造成用户的财产损失的页面，搜狗可以不予收录。
浏览体验差的站点
页面排版混乱，内容与广告无法区分，大面积广告，出现预期之外的弹窗等等浏览体验
差的站点，搜狗有可能不予收录。
违法内容的站点
淫秽色情、非法博彩、网络诈骗、涉枪涉暴、政治敏感等内容的站点，搜狗不予收录。

1.3

如何查看我的网站是否被搜狗收录？site 语法看到的结果数是不是收
录的真实数量？

站长常常会告知我们搜索结果不显示他们的网站，但其实这些网站仍然收录在搜索
结果当中。要判断搜狗是否已经收录您的网站，可以通过执行 site 语法查看——直接在
搜狗搜索框中输入 site:您的域名，如 site:www.sogou.com，如果可以查询到结果，那您
的网站就已经被搜狗收录。site 语法中，冒号必须为英文。site 语法得到的搜索结果数，
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仅供参考。
搜狗 Tips：如果您的网站曾经被收录，但现在 site 语句仍然无法查找到，则可能是
您的网站因作弊而遭到删除，请查看有关内容，修复所有问题后可以申请解除处罚。

1.4

我的网页为什么会从搜狗搜索结果中消失？

如果您的网页长时间无法从搜狗搜索到，或者突然从搜狗的搜索结果中消失，可能
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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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您的站点对搜狗 spider 进行了封禁，导致搜狗无法获取您的页面从而被搜狗
暂时性去除；
② 您的网页内容或浏览体验不符合用户的搜索体验；
③ 您的站点被黑导致存在搜狗不欢迎的内容；
④ 您的站点存在作弊行为；
⑤ 您的网页内容有不符合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地方；
⑥ 其他技术性问题。
搜狗 Tips：以下的说法是错误的和毫无根据的：
① 参与了搜狗推广但未续费，会从搜狗搜索结果中消失；
② 参与了其他搜索引擎的广告项目，会从搜狗搜索结果中消失；
③ 与搜狗旗下网站产生了竞争，会从搜狗搜索结果中消失；
④ 从搜狗获得的流量太大，会从搜狗搜索结果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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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搜狗中删除内容

2.1

如何让我的网页不被搜狗收录？

搜狗严格遵循搜索引擎 Robots 协议，详细内容，参见 http://www.robotstxt.org/
您可以设置一个 Robots 文件以限制您的网站全部网页或者部分目录下网页不被搜
狗收录。
如果您的网站在被搜狗收录之后才设置 robots 文件禁止抓取，那么新的 robots 文
件通常会在 48 小时内生效，生效以后的新网页，将不再建入索引。
需要注意的是，robots.txt 禁止收录以前搜狗已收录的内容，从搜索结果中去除可
能需要数月。若您急切需要删除，可以通过删除快照或死链提交告知搜狗您所需要删
除的内容。
删除快照支持单个页面删除，并且需要提供相应的证件，核实情况属实则予以删除。
死链提交只删除死链，不存在的页面。

2.2

为什么我的网站内一些不设链接的私密性网页，甚至是需要访问权限
的网页，也会被搜狗收录？

首先站长们要了解，sogou spider 对网页的抓取，是通过网页与网页之间的链接实
现的。网页之间的链接类型，除了站点内部的页面链接（内链）之外，还有不同网站之
间的互相链接（外链）
。因此，某些网页即便通过您的网站内部链接无法访问到，但是，
如果别人的网站上有指向这些页面的链接，那么这些页面还是会被搜索引擎所收录。
搜狗 Spider 的访问权限，和普通用户是一样的。之所以看上去某些访问权限限制
内容被搜狗收录，原因可能有两点：
① 该内容在 Spider 访问时是没有权限限制的，但抓取后，内容的权限发生了变

本文档仅作为搜狗站长指南使用
任何未经允许将此文档用于商业用途的行为将会受到相关法律处罚

化。
② 该内容有权限限制，但是由于网站安全漏洞问题，导致用户可以通过某些特
殊路径直接访问。而一旦这样的路径被公布在互联网上，则 Spider 就会循着
这条路径抓出受限内容。因此也提醒站长们及时的修补网站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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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狗对作弊的定义与处罚

3.1

搜狗对作弊网站的定义是什么？

作弊网站是指在网页设计中，为了提升网页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序而做的欺骗搜索引
擎的行为。
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或许您的网站会在短时间内（搜狗未发现您的作弊行为前）
会有所提升，但最终会以被降权或封禁作为对您网站的惩罚而告终。作弊会严重影响用
户体验，一经发现，搜狗会对作弊站点进行严厉打击，包括降权以及封禁。处罚时间最
短为 60 天，整顿完成后可进行网站申诉，申诉后工作人员会在 20~30 个工作日内对您
的站点质量进行评估，整顿达到标准后可恢复收录或恢复部分收录。
请注意，解除处罚的网站一旦被发现再次作弊，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可能导
致永久封禁。

3.2

常见的作弊行为有哪些？
隐藏文本/隐藏链接
一般指网页专为搜索引擎所设计，但普通访问者无法看到的文本内容或链接。在形
形色色的隐藏技术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文本或链接文字的字体颜色设置为与背景色
相同或十分接近。其他方法包括使用超小号文字、文字放在图片层的后面、页面底
部下出现的多余内容、滥用图片 ALT 等；
① 隐藏文本内容——意欲在不影响网站美观的前提下通过包含大量关键词的网
页提高关键词相关性得分，从而达到改善搜索引擎排名的目的。
② 隐藏链接——意欲在不影响网站美观的前提下通过在其它页面添加指向目标
优化页的隐形链接，通过提升链接得分而改善搜索引擎排名。

现在大多数搜索引擎都能检测隐藏技术，并视为作弊。这类包含隐含文本或链接的
网页面临被搜狗 spider 降低排名甚至删除列表的惩罚。
网页与搜狗描述不符
一般发生于先向搜索引擎提交一个网站，等该网站被收录后再以其它页面替换该网
站。常见的“诱饵行为”就属于此类偷梁换柱之举——创建一个优化页和一个普通
页，然后把优化页提交给搜索引擎，当优化页被搜索引擎收录后再以普通页取而代
之。
滥用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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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误导性关键词——在页面中使用与该网页毫不相干的误导性关键词来吸引查
询该主题的访问者访问网站。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搜索引擎所提供结果的相
关性和客观性，为搜索引擎所深恶痛绝。
② 重复性关键词——这种作弊技术也被称为“关键词堆砌欺骗”
，它利用搜索引
擎对网页正文和标题中出现的关键词的高度关注来对关键词进行不合理的
(过度)重复。类似的其它做法还包括在 HTML 元标识中大量堆砌关键字或使用
多个关键字元标识来提高关键词的相关性。这种技术很容易被搜索引擎察觉
并受到相应惩罚。
恶意互换链接
在网页中互相建立大量指向对方网站的链接。
隐形页面
对实际访问者或搜索引擎任一方隐藏真实网站内容，以向搜索引擎提供非真实的对
搜索引擎友好的内容提升排名。
欺骗性重定向
指把用户访问的第一个页面(着陆页)迅速重定向至一个内容完全不同的页面。
建立大量镜像网站
复制网站或网页的内容并分配以不同域名和服务器，欺骗搜索引擎对同一页面内容
进行多次索引。
页面包含恶意广告、恶意代码或恶意插件
页面有链接指向作弊网站的
可能会被视为作弊网站。
搜狗 Tips：当有人很热情的要求你为他的站点提供友情链接时，搜狗提醒您请审视
以下两点：
① 对方的站点在他那个领域是否是高质量的？站长间所谓的流量以及排名，很
多都是用欺骗手段获取的，无法保持长久。
② 对方要求的链接名称是否和对方网站地位相称？用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关
键词来做一个内容非常局限的网站的链接名称，很可能会使你的网站受到负
面影响。
日志欺骗行为
是指通过对一些页面等级较高的站点进行大量的虚假点击以求名列这些站点的最
高引用者日志中，从而获得它们的导入链接。

3.3

搜狗会怎样处罚作弊网站？
搜狗反作弊系统会实时监控作弊网站，并根据作弊等级对作弊网站进行相应的处罚。

本文档仅作为搜狗站长指南使用
任何未经允许将此文档用于商业用途的行为将会受到相关法律处罚

① 常见处罚：降低网站在搜狗的整体排名；
② 一般处罚：仅索引正常网页比如首页，其他网页不予收录；
③ 严厉处罚：包含非法内容及恶意程序、用户集中投诉的网站，搜狗将拒绝收
录整个网站。

3.4

如何申请解除处罚

被搜狗视为有作弊行为的网站，在清除作弊内容后，可在站长平台中的网站申诉提
交解除作弊处罚申请。
搜狗工作人员会在收到申诉之后的 20~30 个工作日内对您的站点质量进行审查，
如果确认网站已经不存在作弊行为，搜狗将恢复对该网站的正常收录。解除处罚的网站
一旦被发现再次作弊，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可能导致永久封禁。
搜狗 Tips: 需要说明的是，搜狗技术和产品部门只对用户搜索体验负责。以下的
说法都是错误的和毫无根据的：
① 我成为搜狗的广告客户或者联盟网站，就可以重新被收录。
② 我给搜狗若干钱，就可以重新被收录。
③ 我认识搜狗的某某人，就可以重新被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