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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目录 

这个系列教程将会教会您如何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如果您没有兴趣，更没有耐心，

那么请绕行，如果您是高手，也请绕行。  

废话不多说了，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正式开始，本篇为教程的目录。  

准备工作：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一  网络基础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二  域名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三  主机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四  域名绑定 

建立网站：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五  FTP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六  五分钟建站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七  建站进阶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八  专业术语 

宣传推广：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九  宣传推广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十  SEO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basic-network-knowledge-806.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domain-name-811.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hosting-814.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domain-816.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ftp-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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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一 网络基础 

本篇是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的第一篇，这篇文章将会带领您一起学习奇妙的网络基础知识，

这些知识都是您要做网站之前必须要了解的，请仔细阅读，并把这种习惯带到本系列教程的其他

文章中去。 

请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看到网站的？  

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到浏览器的标题栏里输入网络地址，一回车就看到网站了。那么我们来看

一下，这里面又是经过了什么过程。  

首先当你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输入网址以后，回车的那一瞬间开始，计算机就向 DNS 服务器发

送了解析网址的指令，DNS 服务器会找到与之对应的 IP 地址，并且透过层层路由、网关找到 IP

地址对应的服务器，找到服务器了以后就会马上折返，回来的时候带来的是服务器里面的数据和

内容，并反馈到浏览器里显现出来，这时，我们就看到了网站了。  

试一下吧，打开你的浏览器，无论是 IE 还是火狐还是其他的，在地址栏里输入 www.vonkey.com，

在打开孙空空的同时，想象一下数据的传送过程吧。  

通过上面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做一个网站需要哪些必备的东西了。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网址，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域名或者玉米，关于它的介绍，在以后的章节里会有

更详细的说明。  

另外你需要有存放网页数据的服务器，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空间或者虚拟主机等等，在以后的章节

里我们也会有更多详细的介绍。  

最后我们还需要的当然是网页了，把网页放到服务器里，让服务器连上域名，那么你的网站就大

功告成了，是不是有些笼统？那么请继续关注下一篇的内容吧。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二 域名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contents-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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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学习了奇妙的网络基础知识并且知道了我们是如何看到网页的，在这一篇文

章里我们将学习域名的相关知识，请记住，目前您还处于做网站之前的准备工作，请一定仔细阅

读，深度了解这些基本概念。  

什么是域名呢？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概念了，域名通俗的说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各

种各样的网址了，如果您要建立一个网站，那么肯定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址啦，比如孙空空

的网址是 www.vonkey.com。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个域名呢？域名又是怎么样和自己的空间一

起协同工作的呢？请继续往下阅读。  

我们都知道，每台电脑在网络上都有一个 IP 地址，您在建立网站的时候，需要把网页文件放到

网络上可供大家访问的一个服务器上，那么那个服务器也有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想要访问网站，

每次都到地址栏里输入 IP 地址那该有多麻烦啊，那一串串的数字那么难记，该怎么办呢？所以

域名就应运而生了。  

域名的作用就是替代复杂难记的 IP 地址，让人们更加舒适方便的访问各种各样的网站。  

目前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后缀域名可供我们选择，比如最早的.com/.net/.org，也

有.com.cn/.cn/.tv/.info/.name/.me 等等等等，目前大部分后缀的域名都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注册，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注册相应的域名，比如孙空空的域名就是 www.vonkey.com，是后缀

为.com 的域名，由于域名具有唯一性，当别人注册了以后，您就不能再注册相同的了，所以注

册域名前要想好以后再注册。  

那么怎么样才能注册到一个域名呢？去哪里注册呢？  

目前提供域名注册接口的公司有很多，比如中国万网，新网等等，您只需要注册并登陆他们的网

站，根据向导就可以完成域名的注册。  

在注册域名时切忌尽量让域名简短清晰又不脱离您的网站主题，站在访问者的角度试想一下，谁

也不喜欢又长又难记的域名，所以注册一个代表您网站形象的域名一定要想好以后再注册。  

域名注册的期限一般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到期之前您可以到注册机构进行续费来延长域名的使用

年限。由于每个注册商制定的域名价格有所出入，所以我就不再这里提出指导价格了，您可以在

注册之前多多比较，挑选有信誉讲诚信的注册公司来进行注册。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basic-network-knowledge-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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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注册以后怎么用呢？  

注册到自己喜欢的域名以后您一定非常急切的想要使用它吧，先别急，马上到您的域名管理那里

看看都有什么。  

你可能会在域名管理面板那里看到一些诸如域名解析管理，域名 DNS，域名证书之类的管理栏

目，这里您只需要知道域名 DNS 与解析管理怎么使用就可以了。  

域名的 DNS 是指 Domain Name Server，就是域名的解析服务器，一般域名提供商都已经给您

填写好了，它是为您提供解析服务的地址，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不要乱改乱动它。  

域名解析管理里面您会看到很多的解析方式，比如 A 记录就是指向一个服务器 IP 地址的，也就

是我们经常说的绑定。另外还有 CNAME 记录，也叫做别名记录，它是用来把多个子域名或者

主机名指向同一个 IP 地址。另外还有转发等等方式。这里我们一般只需要了解到 A 记录就可以

了，也就是学会把域名绑定到指定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  

IP 地址我们很快会在下一篇中讲主机的时候提到，请跟我马上进入下一篇的学习吧。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三 主机 

在学习了基本的网络知识与域名知识以后，我们进入本系列教程的第三篇，这一篇教程我们将

学习主机的相关知识，理解本篇的内容对您以后的建站路程非常有用，请仔细阅读。  

我们为什么需要主机？ 

我们建立网站的时候需要把网页文件放到一个长期运行稳定并且接入速度比较快的服务器中，以

便人们能够通过 IP 地址或者域名访问到我们的网页文件，从而产生网站的相关作用。所以我们

需要一个可以存放网页文件的主机。  

主机有哪些种类可供我们选择呢？ 

主机有很多种类，比如按照本身的性质来分的话可以有独立主机和虚拟主机。独立主机是存放于

专业机房的服务器，成本比较高昂，我们重点只要掌握虚拟主机的概念就可以了。虚拟主机为了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basic-network-knowledge-806.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domain-name-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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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立主机区分，也可以称作共享主机，它是通过专门的软件，把一台独立主机划分为多个“虚

拟的”主机，每个虚拟主机都相对独立，都有和独立主机相同的服务器功能。由于虚拟主机大大

节省了空间提供商的成本，所以目前虚拟主机是大多数中小网站的最佳选择。比如孙空空的主机

也是使用的虚拟主机。  

另外按照支持的网页编程语言划分的话，主机又可以分为静态空间（主机）、ASP 主机、PHP

主机、JSP 主机、万能主机等等。静态空间也可以称作 HTML 主机，这种主机一般价格相对比

较低，只支持静态 HTML 网页文件；ASP 主机一般是支持 ASP 动态语言编译的网页文件和

Access 数据库；PHP 主机一般是支持 PHP 动态语言编译的网页文件；JSP 主机当然就是支持

JSP 语言的主机了；还有目前国内也有支持多种动态网络语言的主机，叫做万能主机。孙空空

的博客是采用的 WordPress 博客程序，这种程序由 PHP 语言完成并且由 Mysql 数据库负责存

放数据，所以孙空空采用的主机是 PHP 主机。 

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主机呢？ 

根据主机的种类，我们在选择主机的时候首先应该根据自己网站由哪种编程语言编译来决定，如

果你的网站只是一些静态的 HTML 编译的网页，那么就选择静态空间，如果是 ASP 的程序，那

么就需要 ASP 主机了，PHP 的网站程序的话就要选择 PHP 主机了，另外还需要有 Mysql 或者

Mssql 数据库的支持，因为 PHP 的网站程序一般是由 Mysql 数据库来存放数据的，以此类推，

JSP 的语言就选择 JSP 专用的主机，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万能主机，但是这种主机的效率往往令

人担忧。另外，一般 ASP 主机和 PHP 主机都不仅支持自己的动态语言，还同时支持 HTML 静

态语言。所以在选择网站程序的时候，根据编程语言来选择合适的主机是首先要考虑的。  

另外主机本身有多种参数，这些参数决定了主机空间的质量，比如空间大小，空间流量，空间可

以绑定的域名数量，数据库的大小和数量等等，这些都需要根据您的网站实际情况来选择。点击

这里来看看孙空空所选择的主机配置吧。 

如何购买到适合自己网站的主机？ 

如今国内的主机市场鱼龙混杂，想购买到一款物美价廉的主机产品越来越难了，在选择主机提供

商的时候一定要在购买之前到网上搜索一下提供商的口碑信誉，以防上当受骗。另外由于目前代

理主机销售的成本很低，许多骗子网站混入其中，孙空空建议您在购买之前一定要查验主机商的

相关证件，体验一下服务态度，另外看看是否有 400 客服电话或者其他申诉渠道，比如客户论

坛等等。如果您实在很难抉择，也可以联系孙空空为您提供免费的购买指导。  

http://www.vonkey.com/blog
http://www.vonkey.com/blog
http://www.vonkey.com/blog
http://www.vonkey.com/blog/korea-cafe-24-hosting-62.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korea-cafe-24-hosting-62.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korea-cafe-24-hosting-62.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contact


 

孙空空 www.Vonkey.com 

 6 / 15 

 

我们买到的是什么？ 

究竟购买主机您买到的是什么呢？在成功购买主机以后，您一般将会得到一个 FTP 连接信息和

主机的控制面板信息。前者包括连接的 IP 地址、账户和密码等，通过这些您可以成功与购买到

的主机连接并进行上传下载等操作；通过后者的一些相关信息，您可以登陆主机的控制面板，进

行域名绑定、空间运行状态查看等操作。这些我们将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好了，本篇有点太长了，目的是为了让您真正能够选购到适合自己的主机，在下一篇，我们将结

束建立网站之前的准备工作，请赶快进入到下一篇的学习吧。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四 域名绑定 

在上一篇我们学习了主机的相关知识，在这一篇我们将结束建立网站之前的准备工作，那么马上

开始我们的学习吧。  

现在域名也有了，主机也有了，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还记得我们在本系列教程第一篇讲网络基础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吗？我们是怎么看到网站的呢？

到浏览器里输入域名一回车怎么就转到了网站呢？如果您还不了解这个过程，请点击这里回到我

们第一篇的文章中重新学习。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输入域名以后，回车，会通过域名的 DNS 服务器找

到对应的主机，然后会把主机上的内容信息带回来，从而完成网站的一次展示。那么现在我们开

始学习如何把域名与自己的主机联系起来。  

一般把域名和主机绑定的操作是双向绑定，就是说域名需要绑定到指定的主机 IP 地址或者网络

地址，主机方也需要绑定相对应的域名。  

转到您购买域名的那个网站，登陆到域名的控制面板，再转到域名解析管理，给自己的域名增加

一条 A 记录，A 记录对应的值为你的主机 IP 地址就可以了。再到主机的管理面板，添加您刚才

解析的域名，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不过由于 DNS 刷新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一般在绑定完以后耐

心等待几个小时才能生效。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hosting-814.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basic-network-knowledge-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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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样的绑定操作适合大部分用户，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目前国内的主机市场上经常会

有双线或者多线空间主机，购买这样的主机以后您得到的可能不是一个 IP 地址而是一个域名地

址，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需要添加 CNAME 记录，我们在前面讲域名的那一篇中已经讲过这

个 CNAME 记录，它也叫别名记录。  

好了，到目前为止，您已经拥有了建立网站的硬件设施了，从下一篇起，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建立

网站。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五 FTP 

上一篇我们终于结束了枯燥的准备工作，从这一篇开始，我们马上要进入令人激动的建站阶段了。 

建立网站，可能马上让你感到苦恼的是复杂的编程语言，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复杂，在动手制作网

页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FTP 的相关知识。 

也许您也和孙空空一样，曾经困惑过为什么地址栏的网址前面都会有一个 http://。比如孙空空的

博客就是 http://www.vonkey.com。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浏览器遵循的是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只有遵循这个协议才能把远方主机的网页文

件带到你的浏览器里让你浏览。而我们今天要讲的 FTP 也是一种传输协议，它是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的缩写，FTP 包括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服务器端主机商已经给我们设置好了，我们必

须有一个 FTP 客户端才能与主机里的网页文件进行交互。  

所以，只有把我们制作的网页文件通过 FTP 协议，传输到主机上才能让人们通过域名访问的形

式进行浏览。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款 FTP 客户端软件来与主机进行交互。目前 FTP 客户端软件比较多，但

是操作方法大同小异，孙空空比较喜欢使用的是 FlashFXP 这款软件。 

购买主机时，一般主机提供商都会提供给我们 FTP 的相关信息，这其中一般包括服务器地址、

用户名、密码等等，在 FTP 客户端软件，比如 FlashFXP 的快速连接窗口中，填入这些内容，

点击连接，FTP 客户端软件马上就会连接到您购买的主机空间。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domain-name-811.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domain-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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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请记住两个关键的概念，连接到主机后，FTP 客户端软件的两个主要窗口一方显示的

是您电脑上的东西，这里叫做本地，另一方显示的都是您主机上的东西，这里可以叫做远程。只

有远程主机上的东西才能通过域名访问到，所以需要您把本地的文件传送到远程主机上。在以后

的章节里，我们会多次提到这样的概念，请留意。  

您可以通过右击 FTP 客户端软件的相关区域获得快捷键操作，最常用的就是建立文件夹、传送、

查看等等操作了。不过一定要听取主机商对于主机文件夹的相关注意说明。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的主机进行 FTP 交互了，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地方，请下

载一款 FTP 客户端软件亲手尝试一下，也欢迎与我进行交流。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六 五分钟建站 

在上一篇中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 FTP 客户端软件与主机进行交互，那么这一篇我们将进行一次

疯狂的尝试，尝试用五分钟快速建立一个网站。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利用这五分钟建立的网站和什么网页制作，网页编程没有任何关系，您只需要

会使用 FTP 客户端软件就可以了。还不会？马上点击这里转到上一篇中重新学习。  

马上开工吧！首先确定一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网站？论坛？或许你会说论坛，因为现在论坛

网站太多了，那么我们就以论坛来举例吧。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论坛程序呢？自己开发？别开玩

笑了，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再看一下我们买的主机支持什么动态编程语言呢？ASP？PHP？

就当是 ASP 吧。 

好了，我们确定要建立一个 ASP 的论坛。别再想着去开发网站程序了，Google 一下“ASP 论坛

源码”吧，赶快寻找一款合适的论坛源码程序，下载到本地。看一下源码的说明文件，如果没有，

那就一股脑儿全用 FTP 客户端软件上传到你的主机空间吧。  

全部上传到主机空间以后，打开浏览器访问一下你的域名，如果已经打开一个论坛了，别管里面

是什么，那么恭喜你，你还没用 5 分钟，就已经建立了一个论坛了。如果你打不开。。。奥，

可怜的，检查一下你把源码文件上传到哪里去了？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ftp-820.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ftp-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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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您可能已经学会怎么样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网站了，不想建论坛网站，那

就到源码站找其他类型的源码，一般的源码包里都会有详细的安装说明书，只要根据说明书的要

求进行操作，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网站了。  

但是不要惊喜，不要骄傲，您可能还要学习一下如何让您的网站更加个性化，那么马上进入下一

篇的学习吧。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七 建站进阶 

上一篇我们体验了刺激的五分钟建站过程，这一篇我们将学习如何个性化自己的网站，这一篇我

们将学到更多建站知识。  

通过上一篇的学习，您可能已经了解到建立网站并不是一页一页的做网页，然后上传到空间里供

大家访问，而是我们要用一个网站程序，或者说它是一个系统，来帮助我们完成信息发布活动。 

从头开发一个网站要浪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到源码站或者程序官方网站下载合适的建站

解决方案是建立网站的唯一捷径。  

但是往往下载下来的源码并不符合自己的需求，这个时侯就需要我们对源程序进行修改或者完善，

特别是对没有官方插件支持和更新的源码程序，就需要我们动手修改代码或者其他文件。  

我们需要改什么？ 

好了，或许现在已经不是建网站的问题了，而是改网站的问题。源码下载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不

同的文件都存储在相应的文件夹里，比如图片文件都放在 images 文件夹一样，在你还不会修改

代码之前千万别动任何代码文件，先把那些图片都换成你自己的吧，一定要记得替换是文件名和

图片大小、格式都要相同才可以。另外如果有些文字在程序后台无法改变，那么试着去打开源码

文件，找找那些字所在的地方，替换成你的就可以了。还有 flash、视频等等文件，更改成你自

己的就可以了。  

我们怎么去改？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quick-822.html


 

孙空空 www.Vonkey.com 

 10 / 15 

 

上面说的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这时，你需要学会几个必须要掌握的软件。比如你要更改

图片，那么你可能需要会使用 Photoshop 这款软件，或者其他的做图程序；比如你要更改源码

文件，它可能是 HTML 语言的，也有可能是 ASP 或者 PHP 等其他动态语言的，需要你有一款

网页编辑器来打开这些文件，我一般使用 Editplus，但是我建议新手使用 Dreamweaver 这样可

视化的软件。除此之外，你可能还需要去学一学如何做 flash 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上面所说的这些软件网上都有很多教程可以让我们免费去学习，你只需要刻苦一

下，很快就能掌握的。  

我要学什么网页编程语言？ 

如果你是一个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站长的人，那么你肯定要准备学习一门网页编程语言了，其实

所谓的网页编程语言主要是指服务器脚本语言，先别急，先把最基础的静态语言 HTML 学一下

吧，等你掌握好了 HTML，学会使用 HTML 语言自己建立静态网页了，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网

站网页语言的实际情况，去学一下 ASP 或者 PHP 语言，不过孙空空建议大家直接去学 PHP 语

言，因为目前主流的动态网站开发大部分都使用 PHP 语言，同时你还会学到 Mysql 数据库的知

识。 

或许你并不满足现在网站的布局和设计，想美化一下自己的网站，那么你可能需要去学一下 css

层叠样式表，用一个文件，掌握网站的整体设计。  

上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到 W3school 这个网站学习到，他们设计了丰富的例子供我们参考，你只

需要花费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迅速掌握它们。  

学习代码是非常枯燥无味的，拿自己的网站做实验品是很有趣味的事，所以孙空空建议大家选择

一款合适的网站源码，边学边去分析它的构造，从而使学习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个人或者非专业人士创建的网站程序会出现代码臃肿不符合 W3C 网页标准的情况，所以在选择

建站程序的时候，最好到有强大团队支持的程序官方网站下载使用不断更新的程序，这样才能保

证我们能够学习到非常规范的网站开发流程。  

好了，这一篇就到这里了，下一篇我们会学习一些建立网站时必须知道的一些专业术语，以便让

我们更好的融入到一个站长圈氛围之中，更快的提升自己。  

http://www.w3schoo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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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八 专业术语 

上一篇我们学习了如何个性化自己的网站，这一篇我们来学习一些一个站长必须知道的专业术语。 

whois：简单来说，whois 就是一个用来查询域名是否已经被注册，以及注册域名的详细信息的

数据库（如域名所有人、域名注册商、域名注册日期和过期日期等）。通过 whois 来实现对域

名信息的查询。详细>> 

IIS 连接数：虚拟主机没有不限制 iis 的，说不限制 iis，都是骗人的。了解 IIS 连接数您可以知道

自己的虚拟主机的承载能力。详细>> 

网络赚钱：通过在自己网站放置广告代码展示广告商的广告或者以点击等方式获得收入，如果通

过广告联盟赚取广告费，值得你去了解。详细>> 

SEO：搜索引擎优化，如何通过关键词的巧妙设置，让搜索引擎为你带来更多流量，这个你必

须知道。详细>> 

软文：推广你的网站，推销你的内容，你必须得学会如何写点软性的文字广告。详细>> 

流量：网站的访问量可能是你以后最关心的问题了，关于流量大小，在为它疯狂之前，先来了解

一下它的各项指标吧。详细>> 

CMS：使用 CMS 来建站是最节省成本的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网站解决方案，来试一下

强大的 CMS 吧。详细>> 

SNS：如果你觉得校内网的模式很有趣，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 SNS。详细>> 

采集：想迅速让网站充满内容又懒得去写作或者提交，懒人就应该学会如何采集。详细>> 

Alexa：你的网站也有世界排名，不信去查查看，如果排名很靠前，那看来你的网站颇具影响力

了。详细>>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step-82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05.html?wtp=tt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4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0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5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5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3.htm


 

孙空空 www.Vonkey.com 

 12 / 15 

 

统计：为了掌握你的网站流量情况和用户群体，你应该在网站加一个流量统计，为你自动分析访

问者的情况。详细>> 

收录：你的网站被搜索引擎网站收录会带来更多访问者，有事儿没事查一下自己网站的收录情况，

记住，作弊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会被搜索引擎 K 站的哦。查询方法就是如同孙空空一样，到搜

索引擎窗口里输入 site:www.vonkey.com。详细>> 

备案：作为一个中国站长，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每一个站长都应该知道的网站，

www.miibeian.gov.cn。详细>> 

PR：您的网站 PR 值越大，说明您的网站受欢迎度越高，所以在关注网站流量和世界排名的同

时需要经常关注您网站的 PR 值。详细>> 

除了以上的这些术语之外，在您的站长成长路程中，会碰到更多新鲜的词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了，等您自己去发现吧。  

好了，随着这一篇文章的结束，我们建立网站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从下一篇起，我们开始学习

建立网站以后的相关后续工作，请您在开始学习下一篇之前好好消化本系列教程前些篇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进行交流。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九 宣传推广 

上一篇我们学习了作为一个站长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专业术语，从这一篇开始，我们进入宣传推广

的学习。 

做网站就如同办一份报纸一样，作为个人媒体，如果没有访问者，就如同报纸没有发行量一样，

那么这份报纸就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只有存在广泛的阅读者和受众，网站才具有价值。 

网站刚做好以后可能每天就几个 IP 的流量，如何让更多人访问你的网站呢？  

宣传推广自己网站的方法有很多，这里我来分享几个比较基本但效果非常好的方法：  

一、提交到搜索引擎和网址站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7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661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39.htm#1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contents-804.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language-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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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在建立完以后，就要把网址提交到各大搜索引擎的登陆口，比如百度的就是

http://www.baidu.com/search/url_submit.html；另外很多网址站开通了提交入口，你也可以

去把自己的网址提交。这样做可以加快搜索引擎收录的速度，别忘了，你的网站里到处都是网友

正在搜索的关键词，从搜索引擎和网址站带来流量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二、交换链接 

到和你的网站性质比较相同的网站那里寻求交换链接，但是链接不宜做的太多，多交换些相对比

较大的网站链接，好的链接不仅可以带来流量，还可以增加网站的 PR 值。 

三、写软文 

写一些你比较熟悉的领域相关文章，里面带上自己网站的链接，发到比较大的网站会带来相当不

错的流量，但是软文写的要有技巧，否则赤裸裸的广告文章是没有人欢迎的哦。  

四、发帖宣传 

网上有数不清的论坛可以注册发帖，你可以找一些与你网站内容比较贴近的论坛，发广告贴的话

ID 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把你的网站链接放到签名或者头像里，多发些帖子会有用的哦。  

五、活动宣传 

在自己的网站举办一些活动，与网友进行互动，比如发帖赠积分，送 Q 币啦之类的，增加网站

的用户粘合力，要知道，一个网站的口碑对于用户访问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哦。  

除了以上这些方法以外，你也可以通过 QQ 或者邮件群发的方式进行宣传等等，不过一定要记

得，用户体验非常重要，在推广之前，把自己的网站内容进行完善才是王道，只有原创有用的内

容才会受到欢迎，重复垃圾性质的信息很难留住访问者。  

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推广之后，你的网站就会渐渐有人气了，流量比较可观的时候，你可以放上

阿里妈妈的广告，或者申请其他网络赚钱联盟，开始你的网赚之路吧。  

http://www.baidu.com/search/url_submit.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language-827.html
http://www.alim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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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关于宣传推广，或许你还会有更好的方式，那么多多努力吧！下一篇我们将学习关于 SEO

的相关知识，不要错过哦。  

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之十 SEO 

上一篇我们学习了如何宣传推广自己的网站，这一篇是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的最后一篇，

我们将开始学习 SEO 优化知识，让您的网站获得更多流量，让您向高手进阶。  

什么是 SEO？ 

SEO 这个概念我们在本系列教程第八篇讲专业术语的时候提到过。SEO 是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的缩写，意思就是搜索引擎优化。简单的说，SEO 就是通过了解搜索引擎的搜索

机制，来优化自己的网页，从而提升在搜索引擎关键词搜索中的排行，达到更好的网络营销行为

的过程。 

为什么要 SEO？ 

为什么要优化自己的网页在搜索引擎中的排行呢？显而易见，只有提升搜索结果中的排名，才能

得到更多的点击率，从而获得更多流量甚至是卖出。  

怎么样 SEO？ 

SEO 是一个需要你边摸索边学习边调整的过程，你面临的敌人是搜索引擎的蜘蛛机器人，它每

天在网络上爬动抓取网页信息，你的任务则是吸引蜘蛛机器人的注意力，让它每天准时光临你的

网页，并更新到搜索引擎的数据库。  

下面我通过一个最新公开的 SEO 优化公式来讲解我们如何优化自己的网站。  

SEO=∫Clock=∫C1+L2+K3+O4  

1、∫是一个积分符号，C=content，L=link，K=keywords，O=others。SEO 就是一个长期的对“时

间”积分过程，内容是核心。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language-827.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language-827.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language-827.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publicity-830.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contents-804.html
http://www.vonkey.com/blog/how-to-build-your-own-web-site-language-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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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1—丰富的内容是第一位的要素，按照原创、伪原创、转载依次排列内容的重要性满足用户

体验。所以想要你的网站在搜索引擎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就要像孙空空的博客一样，坚持 100%

原创。 

3、L2—链接的合理与丰富是第二位的要素，合理有效的内部链接与丰富的外部链接同等重要，

如果想提升排名，就要尽量与 PR 值比较高的网站交换链接，但是数量上也要注意不要太多，要

与网站的规模合理搭配。  

4、K3—关键字因素是第三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合理的 Title、Description、Keywords、页面

关键字及相关关键字的密度与合理布局。建立网站的任何一个页面，请都要遵循 W3C 标准，设

置合理的 Title，也就是说 Title 里可以包括关键词，但是不要过分的罗列，孙空空的方式是一般

是把几个关键词连成通顺的话作为网页的 Title，另外页面头部的 Description 与 Keywords 也是

搜索引擎蜘蛛首先要光顾的地方，这里一定要把搜索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都写上。页面关键词建

议尽量放到页面头部静态显示的地方，这些作为蜘蛛的诱饵，非常有效。但是如今蜘蛛越来越聪

明，切记不要在任何页面罗列关键词，否则有可能遭受搜索引擎的惩罚。  

5、O4—其它因素，比如：域名、站龄、服务器、网站架构、排版、邻居、Url、地图等等。尽

量不要注册使用有争议的域名或者被 K 过的域名；服务器建议有条件的话采取独立 IP 主机，可

以增加网站在搜索引擎的权重并且可以有效避免同一 IP 下因为其他站点的被 K 导致的连带后果；

网站架构采用 DIV+CSS 是最理想的选择，静态页面往往更受搜索引擎的欢迎，所有有条件的话

建议全站特别是首页静态化；Url 的规范也是相当的重要，孙空空的建议是尽量在 Url 中加入关

键词，另外通常使用伪静态会增加网页在搜索引擎中的权重；除此之外，生成全站地图并且提交

到搜索引擎让蜘蛛来爬也是非常有效的 SEO 手段。 

通过上面这个公式我们可以了解到，SEO 优化存在多方面的制约因素，而且需要我们根据关键

词边观察排名边做相应的优化调整，这个过程可能是长期的，但是学习的过程是快乐的，SEO

优化如同建立网站一样，没有最终完工的时候，请您享受这拼搏的过程吧。  

写到这里，跟空空学做网站系列教程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希望这一系列教程能够带领更多朋

友进入站长领域，活跃我们的站长圈子。如果您在本系列教程中受益，请别忘了给我留个言，篇

幅有限，期待与您在孙空空的博客有更多交流。  

本系列教程就要画上一个句点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建站的动力永远不要画上句点，祝大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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