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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业网站指南 
 
如果你没有网站，你应该。如前所述，40% 的小企业没有网站，近 75% 的小企业没有电子商务。 

随着我们在这场大流行中转危为安，制定网站策略将帮助您更快地恢复并进入新市场。 
  
数字不会说谎。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在购买之前会进行在线研究。这意味着大约有 2.305 亿潜在客户在网

上购物、比较价格并完成购买。那只是在美国。全球 95% 的客户和三分之二的购买力都在海外。 
  
建立网站比以前容易得多。尤其是我们的 Go Global 计划，该计划将您与一家合格的设计公司配对，无论

您是想吸引更多客户还是在线销售，他们都可以构建满足您业务需求的网站。 
 
 

第一件事 
 
在联系网页设计公司之前，您需要先做一些功课。 
 

1. 指定项目经理 

 
作为一个小企业主，你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了。最好让其他人管理您的网页设计项目。如今，许多年轻的

雇主在互联网方面都非常精明。看看是否有人愿意接受从头到尾管理您的 Web 项目的挑战。如果他们有一

些营销和销售的基本知识，那就更好了，但他们可以随时掌握。请记住，网站是您业务的前窗；它必须是

专业的，易于导航并为您的公司带来潜在客户或销售。 
 
 

2. 确定最终目标 

 
当您的网站准备好启动时，它应该为您扮演什么角色？它是营销工具、潜在客户、沟通工具还是销售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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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开始之前了解您希望您的网站做什么将帮助您确保该网站将与您的期望适当地保持一致，并将帮

助指导您、您的项目经理和设计团队所做的一切。 
  
共同目标包括： 

• 产生潜在客户 

• 建立关系 
• 提高认识 

• 影响公共政策 
• 提供研究和指导 

• 预约或预约 

• 增加销售额 

• 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 从事国际贸易 

 
 

3. 你需要什么 
 
在我们一头扎进这个过程之前，让我们看一下网站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便您了解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 
 

• 域名：这是您网站的名称。想想 microsoft.com、cnn.com、facebook.com 等。将其视为您的在

线业务地址。这是某人需要输入或单击才能访问您的网站的地址。 

• 服务器主机：这是一家租用空间来存储与您的网站相关的所有文件的公司。将其视为所有数据的

仓库。 

• 内容管理系统（CMS）：当涉及到您网站的设计、功能和展示时，这将完成所有繁重的工作。 

WordPress 是最常见的 CMS，并且是免费的。 

• 插件。这些为您的网站添加了功能。它们依赖于 CMS，允许您添加电子商务和技术支持，或者

使您能够接受预约。 

• SSL：这有助于保护您的网站。它被正式称为安全套接字层。当你看到https代替http在 Web 地

址或关闭的锁形图标中，表示该站点足够安全，可以处理客户数据和信用卡交易。 

• 电子商务：该插件允许您在安全、实时的环境中销售产品或服务并接受付款。我们有一个完整的

添加或集成电子商务的教程进入您的网站。 

 
 

http://mystartup365.com/i-want-to/sell-online/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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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门 

第一个决定是谁来做这项工作。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动手的路线，但 Go Global 计划已经审查了

一些可以与您合作的优秀设计师。 
 
 
您的设计师将帮助您： 

 
• 为您的网站开发与您的品牌相匹配且看起来不像您的竞争对手的独特外观。 

• 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处理业务的其他方面。学习曲线可能很耗时，尤其是当您尝试在您的网站上进行

电子商务时，因为需要进行大量税收、运输等设置。 

• 为网站提供持续支持，包括搜索引擎优化 (SEO) 和系统更新。 
 
 
如果您聘请网页设计公司，一些快速提示： 

 
• 只要有可能，请您的设计师就商定的工作范围为您提供固定成本的投标。小时费率可以快速消耗有

限的预算。只要知道，如果您使用固定成本，您也必须同意这些条款，以便您的设计合作伙伴也可

以谋生。 

• 让他们分别列出维护、网站升级、内容（如果您希望他们提供写作服务）、托管费用等费用。 

• 如果他们将注册您的域名、购买插件、SSL 证书或您网站的任何其他部分，请确保您有权访问登录

名并被列为这些资产的所有者。 

• 询问公司其他客户的参考资料和联系信息，以便您可以询问他们的经验和满意度。 

• 总是得到两到三个设计服务的报价。价格、能力和服务会有很大差异。如果您在比较苹果和苹果时

遇到问题，请要求澄清。 

• 如果您愿意与非本地设计师合作，请考虑将您的项目在 upwork.com 或 guru.com 等网站上进行投标

。 
• 如果您想做电子商务，请确保您雇用的人或公司过去做过电子商务。相信我们;你不想成为他们的第

一个客户。 

确保公司将网站资产的所有版权和所有权转让给您，而不是他们可能拥有的任何东西 

 
 

• 专家提示：如果您打算让某人为您建立一个网站或计划自己做，您可能希望选择 WordPress 

作为您的内容管理系统。它运行着大约 30% 的互联网，并拥有一个庞大的开发人员社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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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始终致力于开发新的特性和功能。更新内容很容易填空，非常类似于处理 Word 文档。

一些服务器租赁公司还提供他们自己的托管版本的 WordPress，这使得安装更加容易。公司

喜欢ionos.com提供 WordPress 的自动设置，为您处理一切，让您立即启动并运行。 
 

5. 清单 

 
组装您的资产 

在开始构建之前，您需要内容。首先以 .jpg 或 .png 格式收集您的视觉效果，包括您的徽标。如果您知道商

业颜色的十六进制代码（它们表示为六位数字/字母集，例如 #000000），请将它们与您使用的字体、社交

媒体地址和您想要的照片一起添加到您的工作表中使用。如果您要提供副本，请将其全部放入一个 Word 文

档中，并包含所需的页面位置（关于我们、联系我们、我们提供的服务等）。 

 
获取域名 

选择域名可能具有挑战性。互联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所以大多数真正好的域名都消失了，尤其是那些以 

.com 结尾的域名。还有其他较新的域名根（句号之后的部分），例如 .biz、.info、.pizza 等，因此如果您

愿意使用其中一个较新的域名，您可以使用您公司的名称命名根。 
  
您的设计公司可以帮助您找到选择。或者您可以自己进行一些搜索。要查找名称，您需要访问类似的网站

godaddy.com,ionos.com， 或者网络解决方案.com.输入所需的名称，如果不可用，这些站点将提供可用的

替代名称。有时，您还可以选择以某种价格购买您真正想要的名称。域名抢注者注册他们认为有人会想要

的名字，并给他们附加更高的价格。 
  
选择名称时： 

• 使其易于记忆且难以拼写错误。 

• 包括您的公司名称、口号或品牌。 
• 尽量简短（例如，www.tricolorpasta.com） 

• 考虑添加描述您所做工作的关键字（例如，www.ginospizza.com） 

• 考虑添加您的位置（例如，www.jmlawseattle.com） 
  
注册域名时，您可以选择将其公开或保密。私人注册成本更高，但您的个人信息（姓名、位置、联系信息

）不会被公众看到，这意味着您的邮箱中的垃圾邮件更少，销售电话也更少。 
  
一个域名每年应该花费你 12 到 25 美元，但是一些设计公司将这个价格包含在一个托管包中，稍后会涵盖
。 
 

https://www.ionos.com/hosting/managed-wordpress?ar=1
https://www.godaddy.com/
https://www.ionos.com/
https://www.networksolu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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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平台 

如前所述，我们的建议是WordPress，但您的设计合作伙伴可能会推荐其他其他工具，包括拖放式网站构建

器，例如 Squarespace、Weebly 和 Wix。如果您选择 WordPress，您还需要为您的网站设置一个“主题”。

主题是创建网站设计的幕后编程的一部分。其中许多是免费的；其他人有年度或一次性费用。同样，您的

设计师可以为您提供几个选项供您选择，然后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获得托管 

服务器只不过是连接到 Internet 的硬盘驱动器。它存储您的所有文件，当有人输入您的域名时，它会指向您

托管公司的服务器。反过来，服务器将文件发送回请求者的计算机，文件在浏览器（Chrome、Explorer、

Safari 等）中组合。 
  

极客时间： 当您输入域名时，您的请求会从您的计算机发送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计算机，询问方

向。域名实际上是一串数字（199.113.134.33）。一旦计算机说“是的，我知道那在哪里”，请求就会

被发送到相应的服务器。然后，它会通过 Internet 将所有文件链接回火到您计算机的浏览器。这一

切都在几毫秒内发生，即使请求可能会在途中停止十几个服务器询问方向。 

 
一些最受欢迎的服务器主机是GoDaddy.com,ionos.com,Bluehost.com和HostGator.com. 

 

同样，您的网页设计合作伙伴可以提出建议。无论如何，要知道每个服务器公司都是不同的。有些比其他

更好。您不需要自己的专用服务器。相反，要求共享服务器计划，其成本低至 2.95 美元/月。许多托管公司

免费提供域名注册，因此请询问您的设计合作伙伴域名是否包含在费用中，或者您是否必须每年续订额外

费用。还要询问服务器计划是否提供带有新帐户的免费 SSL 证书。你需要的是你在做电子商务。 

您还可以选择使用服务器主机获取电子邮件帐户。这是强烈推荐的。有电子邮件，例如

info@yourdomain.com比拥有 Gmail 或 Hotmail 地址更专业。此外，客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您联系史蒂

夫@yourdomain.com代替stevieboy11@gmail.com. 
在比较服务器计划时，请特别注意带宽。理想情况下，您不想购买具有数据上限的计划。一些成本较低的

计划对超过设定金额的任何带宽收取额外费用，这可能会增加您的每月费用。同样，如果您正在构建新网

站或想要将现有网站移动到支持更多功能或特定内容管理系统的服务器，请向您的设计合作伙伴询问选项
。 
 
选择一个主题 

如前所述，大多数内容管理系统都使用“主题”来控制网站的外观和功能。其中一些非常初级，当您想将特定

内容移动到页面上的其他位置时，您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令人沮丧的死胡同，而主题不会让您这样做
。 
 

https://wordpress.com/
https://www.godaddy.com/
https://www.ionos.com/
https://www.bluehost.com/
https://www.hostgator.com/
mailto:info@yourdomain.com
mailto:steve@yourdomain.com
mailto:steve@yourdomain.com
mailto:stevieboy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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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投资于永不死路的灵活主题。元素就是这样一种选择，尽管它在自定义网页或整个网站的外观和感觉

方面仍有一定的限制。在光谱的另一端是优雅主题的 Divi 主题，它允许您自定义页面外观的几乎所有方面

，从边距和列到按钮和字体，只需单击几下。该主题还允许您创建主元素，这些元素在更新后将更改内容

或设计元素出现在网站上的任何位置。终身许可证约为 250 美元，其中包括通常每周提供的更新。 

如果您有一家设计公司与您合作，请与他们讨论主题选项。在建立在线形象时，您的主题将是您最重要的

决定之一。 

 
优化您网站的架构 

架构是人们在您的网站中移动的方式。它从导航按钮开始，内容应分组为逻辑块，以便访问者快速了解如

何浏览您的网站。确保您特别注意搜索功能及其所在位置。它应该位于所有页面的顶部。 
  
将您网站的架构想象成一个组织。为企业绘制图表，显示谁向谁报告。顶部的 CEO 是您网站的主页。低于

你的组织。图表是您的直接报告，类似于您网站上的顶级导航。然后，在图表上每个经理手下工作的人就

是该框下方的各个网页。 
  
以下是一些额外的提示： 

• 在顶部和底部包括导航，这样访问者就不必一直上下滚动。 

• 使您的页面标题简短明了。最好将它们放在下拉菜单中的一行。 

• 尽量将主要导航点保持在七个或更少。如果您想减少主要入口点的数量，诸如关于我们和联系我们

之类的内容可以在辅助导航中。 

• 尽可能使用号召性用语。 
  
网站建设 

根据您网站的批准架构，是时候构建您的网站了。页面被构建以匹配结构图，并且内容和视觉效果被集成

到每个页面中。 
  
此时，您希望与您的设计公司合作映射我们的搜索引擎关键字和其他优化。这些将帮助您在搜索引擎中排

名更高。页面的命名方式、特定关键字的使用次数、出现在标题和副本中的位置，都有助于确定网站排名
。 
  
如果您在发布之前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请不要太担心。搜索引擎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总是有点像

按摩关键字以提高特定关键字、页面或整个网站的排名的游戏。您可以自己执行此操作，也可以要求您的

网页设计团队将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进行。像 WordPress 这样的内容管理系统具有使此过程相当容易的插

件。 Yoast SEO 在这方面是一个标准。 
  
  

https://elementor.com/
https://www.elegantthemes.com/gallery/d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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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示：如果您从事电子商务，请尽可能简化购买流程。想想 Amazon.com 著名的“立即购买”按

钮。每次客户必须在一个屏幕上填写信息并转到另一个屏幕时，他们都有时间考虑他们将要进行的

购买。屏幕越多，他们放弃购物车的频率就越高。 
  
奖金提示：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多的付款方式。虽然它可能会增加设置时间，甚至增加一些费用，但

如今人们喜欢选择，从信用卡和借记卡到 Paypal、Venmo 等等。 
  
测试，测试 

在您上线之前，请务必测试您的网站。单击导航和所有页面。测试超链接（带您到其他内容的彩色链接）

，单击按钮，确保所有内容都正确快速地加载。测试您在网站上的任何表格，并确保电子邮件从表格、按

钮和链接到达正确的邮箱。一定要在平板电脑和手机上进行测试。 
  
如果你有电子商务，做几个练习订单。您希望确保订单流程顺利进行，并且税表和运费正确无误。完成完

整的订单，以便您收到订单的确认电子邮件，并且客户会收到确认并感谢您。 
  
这是让家人、朋友、供应商甚至一些客户到该网站进行试驾的绝佳时机，看看他们是否发现了任何不直观

或不清晰的错误或步骤。一双全新的眼睛可以创造奇迹，在您每次查看页面时捕捉到您错过的东西。这也

是让具有校对技能的人通过您的网站发现语法、标点符号和拼写错误的绝佳时机。 
  
发射 

到目前为止，您的网站应该在主页上有一条“维护”消息。一旦你关闭了这个插件，你的网站就会被全世界看

到，是时候喝香槟或起泡苹果酒了。 
  
除非您在网站上线前几周一直在宣传该产品，否则不要期待大量订单。如今，搜索引擎需要数周时间才能

对网站进行编目，这主要是因为正在创建和更新大量网站。在发布后的几周内，您需要使用老式的营销策

略来推广您的网站并建立流量。这是在您的网站上提供特别“盛大开幕”特价的好时机。 
  
营销您的网站 

搜索引擎只会让你到目前为止。从营销、销售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您需要将您的网站整合到您所做的所有

事情中。确保将您的网址添加到名片、信笺抬头、发票和小册子中，并将其添加到电子邮件的签名行中。

也在您的社交媒体渠道上宣传该网站，以便潜在客户和客户知道您有一个网站，并且如果您安装了电子商

务，他们可以全天候向您购买。如果您有时事通讯或博客，请参考该站点并链接回它。对您的 LinkedIn 帖

子执行相同的操作。通过链接、内容或促销，不断吸引人们返回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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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您的网站 

公司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花钱建立一个网站，让它运行起来，然后忽略它。搜索引擎希望在网站上看到新

内容，因此调整关键字和信息将有助于提高您的排名，并让您在特定关键字的网站结果中保持领先。 
  
您将需要制定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您的网站的计划。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博客或建立一个订阅者或忠诚

度计划列表。如果您有电子商务，则意味着添加新产品、打折或关闭其他产品，以及随着您的客户群扩大

以及他们要求特定功能或内容而添加新功能。就像您在实体店中重新排列产品一样，您希望您的网站是动

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如果有帮助，请整理一份编辑日历来宣传假期或季节性产品、展示新产品或服务、宣

传特价商品，并在此过程中让客户参与到您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中，不仅在产品方面，而且在信息方面甚至

娱乐。让您的客户有理由回到您的网站，即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购买。 
  
您的网页设计公司将很乐意讨论让他们为您完成其中一些工作的选项，包括更新您的搜索引擎关键字和发

布销售或特价商品。 
  

专家提示：始终备份您的网站。像这样的插件上升气流将每天、每周或每月自动备份您的网

站。如果您的网站上的某些内容被损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可以肯定），您始终可以检索

最新的备份并恢复该网站、其插件或主题或基础数据库。如果需要，此插件还允许您使用克

隆功能将站点移动到新的服务器主机。 
 

6. 设计原则 

 
在实施网站策略时，您要确保牢记您的受众。您想通过一个关于您是谁、您提供什么以及为什么您是开展

业务的最佳选择的故事来吸引他们。您希望网站具有响应能力，以便它立即重新格式化并缩放到手机、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 PC 的不同屏幕尺寸。它还应该毫不费力地从水平格式转换为垂直格式，而不会出现

视觉问题。 
  
同样，您的网页设计合作伙伴将帮助您。以下是一些基础知识，可帮助您与他们合作，使您的网站保持最

新和新鲜。 

 
专注于你的观众 

你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钱都花在一个网站上，但除非你给客户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否则它不会产生潜在

客户或销售。像客户一样思考，并在设计您的网站时考虑到他们。今天的设计工具让您几乎可以做任何可

以想象的事情，包括提供符合客户兴趣的定制内容。一切都应该以客户为中心，让访问者尽可能轻松地找

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做出关于您和您的产品的决定，并以尽可能少的步骤跟进您。 
  

https://updraftpl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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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好故事 

如果您所做的只是在您的网站上销售，您将关闭访问者。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购买。相反，他们可能仍

处于研究阶段并缩小选择范围。你的网站应该提供有用的信息来支持这个过程，建立信任和融洽的关系，

并为进一步的互动打开大门。 

 
用会话友好的语言说话。不要使用大词或行话。告诉他们您和您的公司以及您的产品和服务。最终，他们

是在购买与您的关系；保持透明、诚实和吸引人，但最重要的是，建立长期关系。做一个无情的编辑，剪

掉任何重复、不清楚或不必要的东西。 

 
为此，请考虑在您的网站或其他分享专业知识的内容中添加博客。它不仅会因为你免费提供一些东西——

知识——而建立重复流量，而且它还会提高你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因为搜索引擎算法喜欢好的内容，而

不仅仅是向某人出售东西。 
  
轻松搞定 

如前所述，人们希望访问易于使用且直观的网站。游客不想在旅途中猜测下一步要去哪里。轻松查找价格

和联系信息。一路上的每一步，提供通过电话或短信与真人交谈的能力。消除可能导致访问者点击离开您

的网站并找到另一个网站的所有挫败感。 
  
始终如一 

以第二人称向听众讲话。确保您的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不仅无可挑剔，而且在整个网站上保持一致。语

法如果您不是专业作家，可能会有很大帮助。每一页都应该感觉它属于它之前和之后的那一页。这适用于

使用相同的排版、类型站点、对齐方式和调色板。照片也应该属于同一家庭。尝试选择相互支持的图像并

添加到故事中。尽可能使用真实照片，而不是库存照片。 
  
专家提示：永远不要使用您在互联网上找到的照片，或者有一天可能会在邮件中收到一封令人不快的信，

告诉您该图像受版权保护并且您欠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一些钱。 
  
专为速度和移动而设计 

即使现在有大量可用的数据管道，您也希望您的站点能够快速且可预测地加载。请记住，即使该站点几乎

可以立即在您家中的计算机上加载，您也需要记住居住在农村社区的人，他们的手机充其量只能提供参差

不齐的 3G 连接。 
  
网站加载的速度会显着影响用户体验以及您的网站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有几种方法可以设计网站以提高

速度。一些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减少您使用的插件数量、压缩照片以减少加载时间以及使用有限数

量的重定向（将访问者从旧页面发送到较新的）。一个网速测试仪可以帮助您查看特定位置或国家/地区的

预计加载时间。 

https://app.grammarly.com/
https://app.grammarly.com/
https://tools.pingd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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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如今许多人都在移动，因此您的网站在智能手机上正常运行非常重要。 WordPress 和其他 CMS 

产品会自动执行此操作，Divi 允许您打开和关闭特定设备的功能和内容，例如，允许您在 PC 上发布宽幅照

片，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发布垂直照片。 
  
专家提示：以下是您可以做的一些其他事情来加快您的网站： 

• 将插件保持在最低限度。这些会显着降低您网站的速度。 

• 在处理照片时，请尝试不同的压缩级别，以便以最短的加载时间获得最佳质量的图像。始终以页面

大小的 100% 保存图像。大于必要的照片会减慢网站的加载速度；太小了，会有颗粒感。 

• 限制将用户请求转发到另一个页面的重定向。这些请求减慢了响应时间，因为服务器首先尝试找到

原始页面，然后是它被转发到的页面。 
 
 

不要把它变成陵墓 

网站不是一劳永逸的命题。建立网站只是一个开始。确保它定期更新。它最终需要重新设计。每隔一年安

排一次小型重新设计，每两到三年安排一次重大重新设计。如果您选择像 WordPress 这样的平台和像 Divi 

这样的主题，您可以更改网站的各个方面，而无需选择不同的主题来获得全新的外观。只需单击几下即可

重新配置颜色、字体和整个页面，并且您可以在部分和整个页面之间轻松导出和导入样式。与过去用 html 

对页面进行硬编码相比，现代 Web 工具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包起来 
您的网页设计公司将成为您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咨询，让您的网站为您服务，无论是吸

引新客户、增加收入、改善客户服务还是促进销售。 
  
您想与他们建立关系，以便他们可以改善您的营销、搜索引擎排名、消息传递和结果。通过遵循这些步骤

，您最终将获得一个外观精美的网站，满足或超出您的期望。可以将其视为拥有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营

业的第二个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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