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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站建设市场分析及网站的定位

1. 背景及目标

以商用宣传体，全面展示公司的企业形象，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突出公司新的竞争力，拟对公司网站内容进行全新定位，提高网站的窗口作用，完善强

化公司网站功能及安全力度，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网络宣传工作。 

网站建设的目标是成为展示公司形象、服务的窗口以及信息的采集工具，加强浏览受众

对公司形象、产品、服务的了解，使其真正成为公司对外宣传的窗口，在广大用户心中树立

起专业化、国际化的形象。

2. 网站定位

网站类型：网站主要起到宣传媒介的作用，使客户与公司的沟通更直接，更便捷， 因此

定位于企业宣传网站比较适宜。 

 网站规模：根据公司本身资源现状及信息化应用水平，网站定位于中型网站较为适宜

。  

 网站版本：中文标准网站开发。

3. 网站目标受众

主要受众：主要行业为饲料添加剂，主要受众为行业伙伴，养殖户，应聘者等。

4. 　网站风格定位

1 科技、创新、朝气、锐意进取

2 整体和谐，兼顾各种客户的浏览习惯，做到国际化，简洁化的统一。

3 面颜色搭配合理，主色调符合企业整体VI形象。 

4 

合理布局版面，充分发挥栏目导航作用，企业全称及网址信息清晰显示，主要产品或服务内

容突出，联系方法多样化，页面链接和跳转便捷流畅，提高网站的优化功能，保证网站的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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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速度。 

5 人性化的功能模式和数据库，方便管理和客户浏览。

6 系统栏目易于增加、修改、删除和维护；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7 系统具有充分灵活的扩展能力，以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

　　

2、 网站整体策划

1. 网站的基本属性

1.1 网站域名：

推荐和网站名称最接近并且简单易记的域名

1.2 网站编码：简体中文（GB2312）

1.3 网站标题：设立主页标题，其他页面标题针对指定

1.4 网站关键字：设立主要关键字，每个页面主关键字不要超过3个，可以围绕这3个扩

展相关几个。注意关键字密度，其他栏目分担关键字。

1.5 网站描述：连贯的一句话描述，不超过100字为佳。

2. 功能模块

网站主要模块

网站首页、资讯中心、宝来利来、技术支持、生物研究院、事业部（下设12个事业部）、招商合作、人力

资源。

功能模块 功能介绍 备注

网站首页

模块介绍 主要是对网站首页主要内容和页面设计的概括

模块栏目 网站首页按照客户提供的现有网站布局制作网址。

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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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介绍 本模块主要是发布新闻信息模块。

模块栏目

1、新闻分类：新闻咨询下设五个分类：公司公告、会议通知、行业新闻、集团新

闻、专访视点。

2、管理员从后台发布新闻内容，通过编辑框编辑图文格式。

3、新闻列表页可分页展示

4、新闻详细页可通过上一篇、下一篇快速浏览同栏目的其他新闻。

5、新闻详细页可显示发布时间、点击量

宝来利来

模块介绍 主要介绍宝来利来的概况。

模块栏目

宝来利来下设七个子菜单。

1、集团简介：单篇图文内容展示。

2、资质荣誉：此栏目有两个子菜单，荣誉资质和专利证书，以图片形式展示。

3、企业风采：此栏目有三个子菜单，精彩瞬间   领导参观   

厂容厂貌，都以图片形式展示。

4、企业架构：单篇图文内容展示。

5、企业文化：此栏目有两个子菜单，核心文化   VI诠释，以单篇内容形式展示。

6、企业大事记：以单篇内容形式展示。

7、视频中心：本站通过调用第三方网站（优酷）的视频

技术支持

模块介绍 本模块主要介绍技术性文章

模块栏目

此模块有四个子分类：

1、微生态专栏：以新闻列表形式展示

2、解决方案：以新闻列表形式展示

3、学术论文：以新闻列表形式展示

4、试验专区：以新闻列表形式展示

生物研究院

模块介绍 本模块主要介绍生物研究院的概况

模块栏目 1、简介：以单篇图文形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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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构：组织架构，以单篇图文形式展示。

3、专家团队：以图片形式展示，主要介绍专家简介。

4、研发项目：单篇图文形式展示。

5、技术合作：以新闻列表形式展示。

事业部

模块介绍 主要介绍宝来利来集团下设的12个子事业。

模块栏目

每个子事业都有独立的网站栏目，大体可分为以下栏目：简介、新闻中心、产品中

心（分类）、服务支持（服务理念、服务团队）、联系方式。

子事业可按照不同类型设计不同的模板，可归纳为禽业、水产、农业、饲料、集团5

个类型，分别设计一套模板，同类型的网站可用相同的模板，独立的后台。

招商合作

模块介绍 主要介绍合作的政策、活动。

模块栏目

本栏目下设三个子菜单：代理商风采、推广互动、市场支持。

1 代理商风采：以图片和简介的形式展示。

2 推广活动：以新闻形式展示

3 市场支持：以新闻形式发布。

人力资源

模块介绍 主要介绍人力资源、人才招聘等内容

模块栏目

本栏目可涉及一下内容：

1 人才理念： 单篇内容形式介绍用人理念

2 人才战略：单篇内容介绍人才战略

3 招聘录用：发布人才招聘等内容，可下载报名表格。

4 员工风采：以图片形式展示员工风采。

事业部的12个子站：如果采用单个模板建站，价格为：36800元  工期约为:15工作日

事业部的12个子站：如果采用五个模板建站，价格为：58800元  工期约为:25工作日

3、网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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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网站VI形象

网站VI即网站视觉形象，事实证明，网站能否第一时间吸引访客，重要取决于网站VI。 

我们的网站VI 要做到以下基本的要求： 

1）网站全称及网址信息清晰显示，加深记忆度；

2）主要商家或优惠活动内容非常突出；

3）从网站设计可以看出我们整体实力雄厚；

4）从网站设计可以看出我们的企业文化与企业作风；

5）通过导航条引导访客清晰、方便的查找需要的信息；

6）我们的联系方法要多样化。

3.2网站详细设计  

3.3网站主颜色选择明亮的红色，配以白色的背景和灰亮的辅助色，加上中间色阶的运用，

可以使页面有干净整洁，给人庄重、充实的印象。

页面居中最适合分辨率1024*768，IE6.0以上浏览器。网站首页页面长度控制在3屏以内。

网页布局（HTML）、样式（CSS）、行为（JS）分离。

3.4内部广告投放设计规范

3.5制定网站扩展计划

网站做成以后，可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扩展平台功能。 

4、服务器基本环境：

4.1服务器：采用自建服务器 内存4G  

4.2操作系统windows 2003 

4.3网络：10M 固定带宽双线

4.4做好网站安全性措施，防黑、防病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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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站的维护

1. 服务器及相关软硬件的维护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评估，制定响应时间。

服务器的软件和硬件的维护尤为重要，要进行很多方面的测试，来制定响应速度。

2. 数据库维护

有效地利用数据是网站维护的重要内容，因此数据库的维护要受到重视。

一个程序的数据库维护，就相当于，一个库存的货品的种类，货品的种类被打乱后，将

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程序数据库要定期维护和清理一些不必要的冗余。

3. 前台优化，SEO优化，代码优化。

前台页面专业优化，标准化符合国际规范。针对SEO进一步优化，当然在网站制作中就

应该在考虑中。代码的精简优化，划分本地制作版和上传服务器版。例如上传的版本要经过

相关的压缩程序，进行优化。去除不必要的空格和注释。　　

4. 制定相关网站维护的规定，将网站维护制度化、规范化

出表一张网站维护的制度和规范表，由专人负责，这样才能保证网站的运营质量和效率

。

4、 网站的测试

网站发布前要进行细致周密的测试，以保证正常浏览和使用。主要测试内容：　　

1. 服务器稳定性、安全性。

网站服务器的稳定和安全一直都是最头疼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走到麻烦的前面，首先

把预想到的麻烦排除掉。

2. 程序及数据库测试。

每个程序都有自己相对应的功能，数据库则是数据集中的地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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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页兼容性测试，如浏览器、显示器。

网页打开多了不会出现死页的情况，当然也有显示器的分辨率和浏览器的版本问题存在

。

4. 根据需要的其他测试。

在做出以上测试后，在用其他的方法进行对网站的测试，例如电信拨号和铁通拨号是否

存在冲突。

5、 网站的发布与推广

1. 信息源网络化

我们拥有庞大的客户资料信息，花上一个月时间，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人脉，分析我们

的客户各行各业中人际广影响力大的店铺。选择合适的做相应的合作。由于所选的合作者都

是能量大号召力强的，自然能够影响该行业的从业者主动找上门来。合作的内容就是：免费

给他们开通本网站的会员让其在里面发布信息带来更多的人气其次赠送他么相应的广告位。

公司员工在推广公司现在主营业务的时候连带推广本网站或是在网站上赠送广告位信息，这

样既能增加公司的诚信度又能更好的宣传我们的本网站，以上的这些赠送最好是签订明文合

同注明合同期限，方便以后网站起来以后收取相应的费用。既让客户得到优惠用充实网站的

信息。合同要注明赠送期限。

2. 广告宣传化

包括网络广告推广宣传与现实广告宣传。

3. 线上推广化

3.1、SNS网站软文推广法：现在SNS类型的网站非常流行，去SNS网站主要是去几个有人

气的SNS网站有针对性的加几百上千个用户。然后选择合适的软文并合理的附带上网站链接，

发表到自己的日志里。再让自己的一些好友分享，这样就让很多人都关注到你的文章，关注

到了你的网站。

3.2、SNS网站API合作推广法：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以我们网站相关的小插件，插到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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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插到海内上。只要有开放API的SNS网站都去插下。

3.3、收藏夹推广法：把一些含金量高的内容页面添加到QQ书签，百度搜藏，雅虎收藏等

，让喜欢这些内容的网民去阅读，收藏。

3.4、回复置顶推广法：、可以用一种叫“月明符”的道具来置顶回复。版主还不能删，

只要管理员才有权删，所以一般情况下都能置顶一段时间。

3.5、QQ群推广法：用几十个qq，每个qq加入几十个群，每天发一遍网店。平均、50个qq

*每个qq加入50个群*每个群50个人=75000人观看。如果qq更多，加入的群更多，加入的是大

群，每个群的人数更多，则宣传效果更好。即使排除不在线的qq用户，效果也不容低估。要

忍辱负重，不怕被踢。另外就是在QQ群是是可以发群邮件的，例如你可以把我们的网站上的

含金量高的内容在邮件中推荐。

3.6、软文推广法：写文章，或者引用好文章，里面巧妙地加入我们的网站网址。

3.7、博客推广法：软文要有发表的地方。一个是发到论坛，文章站，一个是发到博客里

。发到博客里有个好处，不会被乱删。

3.8、论坛推广法：注册几十个几百个论坛，每个论坛注册几十个帐号，把签名设为我们

网站的名称。发表热门内容，自己顶自己帖子。注意换马甲，发布有争议性的标题内容。好

的标题是论坛推广成败的100%.这里说的论坛是指泛论坛，包含留言本、论坛、贴吧等等一切

网民可能聚集的地方。

3.9、QQ和MSN昵称推广法：把昵称修改为网址。

3.10、提交到网址站推广法：网店导航站，网店目录站。

3.11、群组推广法：如今的web2.0等社交网店，都有这个功能。在群组里广发消息，吸引

注意力。

3.12、流量交换联盟推广法：加入流量交换联盟，运用专业的流量交换系统平台，直接和

其他网店交换流量，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3.13、初装电脑推广法

3.14、微博推广法：注册微博账号发布网站广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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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友情链接法：与一些大的网站做友情链接。

五、售后服务及相关培训

人员培训：

1、培训人员：

 为商家联盟免费培训两名网站管理人员

2、课程安排：

课程安排在飞讯网络有限公司进行，课程时间为3天。

    售后服务：

1、随时为商家联盟维护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2、网站安全维护；

3、免费技术咨询与支持：

   工作日：电话技术支持　9:00----18:00　(400-856-3721)。

泰安飞讯网络有限公司泰安飞讯网络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婷婷  

联系电话： 18562308172

座机：0538-6052220

       售后热线：400-856-3721 

飞讯官网：www.feixu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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