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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优化 (SEO) 审计
通过页面搜索引擎优化，网站被优化以获得更高的搜索引擎排名。 Voodoo-it 对您
的网站进行 35 种不同的页面测试，并展示如何优化网站的 HTML 代码。

网址: https://voodoo-it.com/
日期: 2023-02-16 14:37:17

有关更多 Voodoo-it SEO 审核，请访问: voodoo-it.com

Created by: digihoster.ch

https://voodoo-it.com
https://digihost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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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age SEO审核

https://voodo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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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问题 (4)

HTML标签优化和验证

语义文本样式标签存在: 找不到具有语义值（例如“ em”或“ strong”）的标
签。

文本格标签统计: 分别使用<strong>和<em>标记（而不是<b>和<i>标记）为关键字赋予
更多价值。 一些HTML标签具有语义价值，而其他则没有。

页面HTML5标签统计信息: HTML5是HTML的最新版本，许多新的HTML5标签具有语义价值，
可以影响搜索引擎如何搜索到您的网站。

性能优化

CSS（内联样式）: 您应该避免使用内联样式来设计HTML，而是使用外部样式表。

CSS（打印样式）: 未找到专用于打印的 CSS 样式表。 请检查您的网站是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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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打印。

JavaScript（内部脚本）: 尝试限制内部脚本的数量,使用外部JavaScript文件。

通过测试 (26)

HTML头

语言: 页面语言已设置。

编码检查: 编码设置正确。

文件类型检查: 该页面包含一个文档类型。

页面标题文本: 页面有标题

页面标题长度: 标题长度可以

元描述: 页面有元描述标签

元描述（长度）: 元描述长度正确

元机器人（noindex）: 元机器人标签正确设置对该页面进行索引。

元机器人（nofollow）: 元标记机器人标记正确设置为追踪此页面对其他页面进
行检索。

移动设备优化: viewport meta标签已设置，您的网站似乎针对移动设备进行了
优化。

网站图标检测: 找到网站图标

HTML标签优化和验证

W3C 代码验证: 您的HTML代码有效！

页面H1标题: 该页面含H1标题。

H1-H6 标题: 该页面包含标题

HTML5标签: HTML5标签找到

图片标签: 图片找到了！

图片标签 alt 属性: 您的大多数图像都正确设置了 alt 属性。

图片标签 alt 属性（长度）: alt属性的长度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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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检测: 该网站不使用过时的闪存技术。

文本格标签统计: 分别使用<strong>和<em>标记（而不是<b>和<i>标记）为关键字赋予
更多价值。 一些HTML标签具有语义价值，而其他则没有。

页面HTML5标签统计信息: HTML5是HTML的最新版本，许多新的HTML5标签具有语义价值，
可以影响搜索引擎如何搜索到您的网站。

链接

SEO 友好的 URL（链接）: 该网页包含SEO友好网址

检测链接长度: 此页面上的网址不要太长。

检测链接数量: 此页面上的链接数量是正确的。

性能优化

CSS（外部样式）: 网站使用外部样式表。

CSS（外部样式）: 外部样式文件的数量在标准范围内（小于：5）。

CSS（内部样式）: 没有找到内部的"样式"标签。

JavaScript（外部文件）: JavaScript外部文件的数量正确。

关键字分析

0%

关键问题 (3)

文本到HTML的比例

比例值: 10.07%. 比例应在15％至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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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用法

热门关键词使用正确率: 网站上至少 3 个最常见/最重要的关键字应该放在
HTML 标签中，例如：title、h1、p、a、h2-h3。 检查部分：下面的“有用信
息/关键字密度”。

关键词密度: 前 10 个关键词的一些密度超过了 6%。 值应该更低。 有关详细
信息，请查看有用信息部分。

有用的信息

关键字密度

关键词 密度 标签计数

seo 7.65% title(1), h3(3), h2(2), p(4)

audit 5.10% title(1), h3(1), h2(2), p(2)

voodoo-it 3.57% p(4), h3(1)

tool 3.57% title(1), h2(2), p(3)

website 3.57% p(5), h3(1)

optimization 2.55% h2(1), h3(2), p(2)

code 2.04% h3(2), p(1)

websites 1.53% p(1)

search 1.53% p(2)

page 1.53% title(1), h2(1), h3(1), p(3)

check 1.53% p(2), h3(1)

搜索结果预览

Google SERP 预览

voodoo-it.com
OnPage SEO Verification, SEO Audit Review Tool
Free on page SEO optimization and SEO audit tool to optimize your website. Check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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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of your website to rank higher. Improve your ranking score!

百度 SERP 预览

OnPage SEO Verification, SEO Audit Review Tool
Free on page SEO optimization and SEO audit tool to optimize your website. Check
the compliance of your website to rank higher. Improve your ranking score!
voodoo-it.com

服务器检查

87.5%

中度问题 (2)

服务器安全

HTTP 安全标头: 未设置所有 HTTP 标头：已找到 1/5 安全标头，并且已正确设
置 1/5 标头。 详情请查
看：https://owasp.org/www-project-secure-headers/

HTTP 安全标头信息: HTTP 安全标头是您的网站/Web 应用程序的额外保护层。 该测试
检查以下基本安全标头：X-Content-Type-Options: nosniff, X-Frame-Options:
deny, Cross-Origin-Resource-Policy: same-origin, Cross-Origin-Opener-Policy:
same-origin,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max-age=[numeric_value];
includeSubDomains. 有关详细信息，请查
看：https://owasp.org/www-project-secure-headers/ 并在下面的“有用信息”下检
查检测到的 HTTP 标头。

数据保护/GDPR

第三方服务使用: 检测到以下第三方服务：Twitter share, Facebook share。
请检查您的网站是否会告知用户他们在您网站上的使用情况。 未经同意使用第
三方服务可能违反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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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试 (3)

SSL安全

SSL证书: 页面协议指示此页面是安全的

HTTP版本测试

HTTP版本: 检测到 HTTP/2 协议版本或更高版本。

总页面速度

总页面加载时间: 您的页面速度是正确的。

有用的信息

服务器IP和所在地

服务器IP地址: 212.25.26.173

服务器所在地: CH

服务器IP和所在地: 这不是最高优先级，但您的服务器所在地应与网站内容和语言
相匹配。

下载页面速度

名 价值

gzip -

下载大小 19.221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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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价值

下载速度 54.296 kB/s

连接时间 111.106 ms

命名查找时间 57.193 ms

当地时间 354.292 ms

下载页面速度: 缓慢的页面加载时间将影响搜索引擎的检索，速度优化将优于您竞
争对手的网站。

HTTP标题

名 价值

HTTP HTTP/2 200

server nginx

date Thu, 16 Feb 2023 13:38:08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cache-control max-age=0, must-revalidate, private

pragma no-cache

expires Thu, 16 Feb 2023 13:38:08 GMT

vary User-Agent,Accept-Encoding

accept-ranges none

strict-transport-
security max-age=15768000; includeSubDomains

ROBOTS.TXT 文件

Sitemap: https://voodoo-it.com/sitemap.xml
User-agent:*
Dis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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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s.txt 文件内容: robots.txt 文件可以从你的网站阻止搜索引擎机器人，特
别注意这条: "User-agent: *" (所有机器人) 和 "Disallow: /" (阻止所有网
页).

CMS（内容管理系统）

没有检测到CMS

CMS: CMS系统可能会减慢您的网站速度，并可能需要一些其他优化。 在大多数情
况下，使用CMS系统的好处超过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