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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發發助手下载安装 

 
1.1 發發助手下载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paihang8.com/fafa.html 

 

1.2 發發助手系统环境 

支持 Windows/Mac 操作系统，系统要求：Mac / Windows 7及以上，选择电脑系统对应發發

助手版本程序点击下载（电脑有安全管家可能会提示危险软件，点击保留/可信任软件） 

 

1.3 發發助手安装 

双击运行，默认选择所有用户可以使用，按照步骤直接下一步，最后点击完成即可 

 

http://download.paihang8.com/faf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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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發發助手登录使用 

目前部分普通用户、金牌商铺、發發会员、VIP用户均可使用，具体使用时长及功能请咨询

客服人员或查看發發助手介绍页面：http://my.huangye88.com/item/tool/ 

注意：發發助手使用黄页 88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登陆，无需另外注册账号。 

 

1.5 發發助手首页 

登录發發助手，显示公司已认证，对应功能已开通就可以正常使用發發助手 

 

 

http://my.huangye88.com/item/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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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發發助手功能 

發發助手目前有两大功能，即信息发布和查收录排名 

·信息发布：根据用户填写的产品资料自动编辑生成信息并发布 

·查收录排名：登陆發發助手后自动查询，可在排名统计和收录统计中查看详情 

 

产品推广 

 

查收录排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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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發發助手功能使用 
 

2.1 信息发布页主要功能 

·产品管理 

添加产品、产品列表 

·内容管理 

手动发布、发布历史 

·排名统计 

收录统计、排名统计 

·B2B商铺 

B2B商铺 

开通了信息发布功能，登录软件后，点击左上角“信息发布”会显示出主要功能使用

入口，具体使用方法下面会详细介绍。  

 

信息发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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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發發助手自动发布流程 

2.2.1 添加产品 

 

产品编辑页图示 

 

【产品名称】：必填项，参与搜索引擎排名的重要字段、生成标题的核心部分，如果随意填

写，会严重影响推广效果。产品名称填写必须规范（需要是具体的产品/服务），可以是产

品全称或简称，要求合理、通顺、完整且不含特殊字符，字数需大于 1个字，且不超过 2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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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 

下面 4 个产品名称中最符合标准的选项是（） 

A、八轴滚轴洗轮机，洗车机 

B、扬尘监测系统 

C、海珠区开保险柜哪家好 

D、搬家 

 

答案：B 

解析：B最符合要求，非常具体的产品，A里面包含 2个产品，权重分散，不利于推广，C

不是具体的产品，属于用户需求词，适合做整体标题，D太泛（可以是长途搬家、公司搬家

等） 

 

【产品别名】：可选填项，最多可添加 3个，产品别名（俗称）标题组成部分，如产品名称

“计算机”，产品别名可填写“电脑”，用户在百度搜索计算机或电脑，该产品都有可能参

与排名，不能填写不相关产品的别名，（例如：产品名称：挖掘机，产品别名：雕刻机），

这样填写反而会权重分散导致排名不好。 

 

【面向地区】：可选填项，面向地区取决于您产品想要推广的地区，不填则默认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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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必填项，产品信息发布到黄页 88对应的分类。 

规则：a.分类必须要选到最后一级，否则产品不能提交审核 

b.选择与当前产品对应的分类，如果分类不一致会导致产品审核不通过 

温馨提示：搜索框可直接输入文字进行搜索，产品的分类标准请参考黄页 88的分类标准：

http://www.huangye88.com/help/wentis_201.html 

 

【产品属性参数】：可选填项，属性参数填写越完整，对收录速度和曝光率越有利。 

 

【品牌】：非必填项，可根据标题生成需求自主添加。注：标题重要组成部分（有益于品牌

曝光），如没有品牌可填写公司简称，切不可填写公司全称 

举例说明： 

合格：黄页 88网，黄页 88 

不合格：谦金在线（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ttp://www.huangye88.com/help/wentis_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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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交易信息包括单价，单位，起订量，库存四项，其中单位和单价为必填项 

请填写合理、真实的交易信息（如果不知道产品具体价格，可以填 0，0代表面议） 

（360对于交易信息丰富的信息收录和排名更友好） 

 

【图片】（标题图片、详情图片）：必填项，客户能够全面了解产品。 

规则:  

1. 比例为正方形，像素至少 520px*520px以上； 

2. 六张以上的商品图及细节图，不得重复； 

3. 主体突出，商品居中且清晰、完整； 

4. 请勿多次出现水印，水印小且突出商品； 

5. 主图不能含促销、夸大描述的文字（厂家直销、秒杀、限时折扣、包邮、*折、满*送*

等）； 

6. 图片不能含二维码、网址，请勿引导添加微信。 

小技巧：建议在黄页 88用户中心-公司相册上传需要的图片之后，再添加产品图片，能有效

提高产品编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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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图片示例： 

1)、纯产品图片 

 

2)、浅色公司名水印，水印在四角或底部，水印不宜过多 

 

3)、简单文字描述或 LOGO未超过图片四分之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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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片中间添加的公司名或品牌是透明水印，用于图片防盗的。 

 

【关键词】：必填项，标题核心组成部分（重中之重），目前支持手动添加和自动添加两种

方式，切不可随意填写。 

规则： 

1. 关键词最少 200个（少于 200个不能提交审核），最多 2000个，每个不能超过 30字。 

2. 关键词合理、表达清晰且与信息内容相关； 

3. 关键词严禁出现名词堆砌、过多地域词； 

4. 关键词不要夸大事实，误导浏览者； 

5. 关键词不要加入电话号码、E-mail、公司名称等任何联系方式； 

6. 关键词不要加入无关字母、数字、符号（除汉字，26字母，+-*/\%#等其他字符）。 

 

（1）手动添加： 

手动导入（建议有推广基础的人使用），两个关键词之间使用换行或中英文逗号分割，且不

能包含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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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动添加： 

·添加项：热门地区、修饰词 A、修饰词 B 

·固定项：品牌、产品名称 

 

①热门地区、修饰词 A、修饰词 B的编辑（以热门地区为例）： 

·删除：a.全部删除：点击热门地区全选所有地区，再点击热门地区后的删除按钮； 

b.部分删除：点击要删除地名后的删除按钮。 

·增加：点击热门地区右侧的“+”，可批量增加对应地区，例如勾选湖南，点击获取省+市，

可以得到湖南长沙、湖南常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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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点击地区右侧的笔可对当前地区进行修改。（品牌和产品名称无法修改和删除，

如需修改，需退出该页面，回到页面顶部修改） 

 

②规则： 

自动生成关键词提供了 15 种不同的关键词生成规则和 2 种组合规则，用户可自行选择部分

或全部规则进行生成关键词。其中，要特别注意区别遍历组合与非遍历组合： 

遍历组合：遍历组合是选择组合项的全部组合，可生成大量关键词。 

非遍历组合：勾选非遍历组合后，地区将与其他组合项一对一进行组合，可减少生成关键词

重复度。（添加了大量地区和修饰词，建议使用此组合规则） 

 

③生成关键词操作流程： 

a.编辑热门地区、修饰词 A、修饰词 B。 

b.选择关键词的生成规则，并根据规则选择需要的生成要素（热门地区、修饰词 A、修饰词

B）。注意：品牌、产品名称为默认勾选，且不可更改，生成关键词是否有品牌取决于选择

的生成规则是否有品牌。 

c.点击“生成”，会在下方关键词显示框中显示所有生成的关键词，根据需要可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对应的关键词。注意：每次生成的关键词最多 2000个，每个关键词不超过 30字。 

d.点击确定，保存成功会显示可用关键词个数（不代表标题和信息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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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内容】：必填项，素材内容为比较通用的产品定义、描述、外观、组成、特性、结构、

范围、注意事项等，需保证语句完整且通顺。每篇素材至少 50字，至少上传 15篇。 

注意：适当增加素材数量和每篇素材的字数，有助于提高信息的收录排名效果。 

 

【产品问答】：非必填项，填写产品常见问题、使用方法等内容，差异化优质内容，更有利

于获得排名。 

 

【保存草稿】：素材不够，内容不够完善，或者有其他问题，可点击保存草稿，下次打开产

品列表找到该产品，可继续编辑。 

【提交审核】：在提交审核之前，素材、段落以及其它模块内容均可以修改，提交审核且审

核通过之后，点击开始推广即可推广该产品。  

 

 

 

2.2.2 产品列表 

产品列表，对已添加的产品进行管理，一个账号最多只能添加 30个产品。 

2.2.2.1 产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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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为 7个状态：草稿、待审核、未通过审核、审核通过、推广中、标题已用完、素材内

容已用完。 

【草稿】：在未提交审核前，可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再提交审核。 

【待审核】：为了提高产品推广效果和防止用户添加的产品内容可能触犯搜索引擎算法以及

违法，违禁信息，所有产品在上线推广之前，都需要官方人员审核通过，才能正常发布。 

【未通过审核】：产品审核后显示为未通过审核，点击查看，可以看到产品未通过审核的原

因，根据提示修改好产品后再次提交审核。 

 
 

【审核通过】：审核通过，说明你的产品已经可以正式推广。 

【推广中】：审核通过的产品点击开始推广，每日将定期发布相应的信息条数。 

【标题已用完】：点击右侧操作>添加关键词，添加完新的关键词，并提交审核，产品进入

待审核状态,审核通过后即可继续推广。 

【素材已用完】：点击右侧的操作>编辑，编辑素材内容，编辑完成并提交审核，产品进入

待审核状态,审核通过后即可继续推广。 

 

2.2.2.2 操作功能 

【查看】：所有状态下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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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草稿、未通过审核、审核通过状态下可使用 

【删除】：草稿、未通过审核、待审核状态下可使用 

【开始推广】：审核通过状态下可使用 

【暂停推广】：推广中状态下可使用 

【添加关键词】：标题已用完状态下可使用 

 

2.2.2.3 新增产品 

新增产品与信息发布页面的添加产品功能相同，可新增用户想要推广的产品。 

 

2.3 内容管理 

2.3.1 手动发布 

目前手动发布需链接到黄页 88发布信息页面，暂不支持使用软件手动发布。 

 

2.3.2 发布历史 

当前账号发布的所有信息，可以通过关键词/发布来源/发布状态这 3种方式查询 

注意：发布历史中的信息仅包括使用软件自动发布的信息，不包括用户在黄页 88和点击手

动发布跳转到黄页 88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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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若发现某天产品突然没有发信息，可选择发布失败进行查询，根据信息发布失败的

原因向客服人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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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發發助手排名统计 
 

3.1 排名统计 

發發助手中的排名统计分为收录统计与排名统计，其存在于首页和信息发布两个页面，主要

统计该账号所有已发布信息的收录状况和排名状况。（包括软件自动发布和黄页 88手动发

布的信息，但不包括黄页 88中属于恢复管理状态的信息） 

 
3.1.1 收录统计 

收录统计是对信息是否被收录以及被哪些平台收录的统计，具体包括信息收录图表模块和信

息收录详情模块。 

·信息收录图表反应该账号信息总的收录情况（收录率、不同平台的收录效果）。 

·信息收录详情可以查看具体的收录信息。选择不同的搜索引擎可查询对应的收录信息、时

间等。 

 

 

3.1.2 排名统计 

排名统计是对信息是否有排名以及在哪些平台有排名的统计，选择不同的收录端可查询对应

的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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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快照”可跳转到信息在该收录端所在的位置。  

 

 

3.2 实时查收录、实时查排名 

实时查收录、实时查排名在每次登陆软件后可自动查询，退出软件后停止查询。 

注意：若正在查收录排名时退出软件，会自动停止，再次打开软件后需重新开始查询。（退

出软件是指：注销或在屏幕右下角退出發發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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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發發助手 B2B 商铺 
 

4.1B2B 商铺 

目前發發助手仅支持黄页 88 平台 

 

 

【平台地址】：当前账号在黄页 88平台上的商铺地址 

【启用状态】：商铺状态为启用，才能正常登录并使用發發助手相关功能 

【每日最大发布数量】：当前账号每天发布到黄页 88平台上的信息数量，发布数量受推广

产品数量影响，有以下两种情况 

（1）推广中产品数量<=每日发布量，则账号当天信息发布量等于每日最大发布数量 

（2）推广中产品数量>每日发布量，则账号当天信息发布量等于推广中产品数量 

（每日最大发布数量如需调整，请咨询客服人员） 

【商铺产品日发布量】：当前账号每天发布到黄页 88平台上的商铺产品数量，需启用该功

能才能正常发布。“查看”可跳转到黄页 88用户中心-产品管理。（启用和修改商铺产品日

发布量请咨询客服人员） 

【开通日期】：开通發發助手后首次登陆软件的时间。 

注意：發發助手的使用时长以首次登陆软件的时间开始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