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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营销型 PC 网站功能清单
尊敬的客户：
您好，首先感谢您选择深圳市牛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您的合作伙伴，以下是标准营
销型 PC 网站可以实现的功能的清单，感谢您对深圳市牛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因为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实现此功能清单内的所有功能，故我司将根据您所属行业的特性以
及您个性化的要求，在此功能清单范围内予以实现相应的网站功能。
本文提到的主流搜索引擎代表：百度、好搜（360 搜索）
、搜狗、搜搜等 IE9 以上内核
的主流搜索引擎。
营销型网站的核心要素：
1> 让客户(目标客户群)找到你↓；
2> 让客户(目标客户群)了解你↓；
3> 让客户(目标客户群)爱上你↓；
4> 把你娶回家。
序号

简

功能

介

任何一个网站制作完毕之后，在互联网里面都是一个孤岛，结合网站上线后
的运营需求，我司为您制作具备良好搜索引擎优化的营销型网站。此网站对
主流搜索引擎具有很好的亲和力，让您的大部分目标客户群体能够在搜索引
擎方便快速找到您的网站。
1、网站页面静态化（搜索功能的页面使用伪静态）
；
2、页面 URL 地址 SEO 优化：产品页面、资讯页面地址您可以自定义控制（可
设置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如：三星 i8700 手机.html、samsung i8700.html、
白色苹果 Ipad2 32G 平板电脑.html(页面里面也可以投放关键词)，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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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
擎优化

产品页面关键词密度.html），让您的页面更具搜索引擎优化力度；
3、网站页面可以单独设置标题、关键字、描述：您可以针对页面单独设置标
题(Title)、关键字(Keywords)、描述(Description)，让你手头上成千上万
个关键词投放无忧！
4、自定义关键词密度：您可以对页面进行关键词的密度设置；
5、图片优化：网站所有图片您都能够设置 Alt 和 Title 标签，让所有主流图
片搜索引擎都能搜索到您的网站图片，提升网站优化力度，迅速提升业绩；
6、网站地图 Sitemap.html 和 Sitemap.xml、Sitemap.txt，三种类型利于您
的网站快速被主流搜索引擎搜录；
7、超强站内互链功能[系统关键词]：加强网站内部的资料相互推荐和加强关
键词密度，让您的网站更加容易被主流搜索引擎搜录；

8、页面 DIV 裁切：淘汰老一代的 Table 页面显示技术，采用流行的国际 W3C
标准的页面格式进行裁切格式，让主流搜索引擎更加快速搜录。
首页是营销型网站最重要的页面，我们根据营销型网站理念(如何让客户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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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你→了解你→爱上你→把你娶回家)为贵司的网站盈利模式精心策划个性化

首页

的营销型网站首页，根据您的企业实际情况设计出具有营销力的首页，并与
您的企业 VI 系统匹配。
一切资讯都是为了带动产品(服务)销售，提高目标客户群体对您产品(服务)
的认知度，目标客户群体越了解您的产品(服务)，越容易成交，同时资讯系
统能够起到很好的搜索引擎优化作用。资讯信息发布和管理系统，可应用于
产品介绍、服务介绍、顾问指导文章、行业资讯、产品常见问题解答、教学
等栏目、公司新闻、市场动态等文章栏目。
1、资讯发布：可在线发布图文并茂的产品介绍、服务介绍、顾问文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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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资讯、产品常见问题解答、产品(服务)教学等栏目；

发布

2、资讯页面能够独立设置标题、关键字、描述：单篇文章可独立设置标题

系统

(Title)、关键字(Keywords)、描述(Description)、自定义设置网页的文件
名称(URL)，让上万个长尾关键词投放无忧！
3、资讯推荐：可按推荐、精华、置顶等方式进行资讯推荐与个性化排序；
4、自定义静态页名称：可自定义生成静态文件的文件名（参照第一条第二小
点页面 URL 地址 SEO 优化说明）
，更利于主流搜索引擎快速收录；
5、资讯管理：管理员可在线进行资讯文章的新增、修改、删除、查询、类别
批量转移、批量生成静态页等操作，提升操作效率。
采用更具优化效果的产品(服务)展示方式，图文并茂展示产品(服务)的优势
和卖点，通过多图片、多角度展示方式，配合产品的各卖点描述，吸引用户
注意，进而对您的产品(服务)进行详细了解，解除目标客户群的疑虑，最后
通过在线客服或者在线下单（意向订单）与您取得联系！客户可以通过多种

产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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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系统

分类方式浏览产品，同时具备产品搜索功能，管理员可以在线轻松完成对商
品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等编辑工作。
1、产品发布：管理员可以在线发布产品(服务)资料，支持产品多图（支持大
图、小图）
、多级分类等；
2、产品页面可独立设置标题、关键字、描述：单个产品页面可独立设置标题
(Title)、关键字(Keywords)、描述(Description)、文件的文件名称(URL)，
即使您手头上有上万个产品(服务)长尾关键词，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投放；
3、自定义静态页名称：可自定义生成静态文件的文件名（参照第一条第二小
点页面 URL 地址 SEO 优化说明）
，方便主流搜索引擎快速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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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级栏目（四级）：产品后台可以多级分类，产品可以同时属于多种分类
（产品分类模糊，既可以属于这个分类，也可以属于那个分类），避免为了属
于多个分类而重复录入相同的产品资料，浪费人力物力；
5、产品查询：访客可以按产品关键字、分类、等多种条件查找产品；
6、产品管理：管理员可进行产品资料的修改、删除、查询等操作，类别批量
转移、批量生成静态页等操作，提升编辑人员操作效率；
7、多属性管理：不同的产品具备不同的属性（如当当、淘宝、京东网站的产
品属性设置）
，可以后台动态设置，确保适合产品特殊的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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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营销型网站配备快捷产品订购(询价)方式，有效地保障客户快速完成订购(询

订购

价)过程，提高网站成交率，订购(询价)同时可以留言。

(询价)
系统

1、订单管理：管理员可对客户意向订单进行查询、修改、取消等操作，并可
查看某一客户的所有订购记录。
信任度不足是网上生意的最大障碍，因此营销型网站必须配备一个良好的“公
信力展示”栏目（根据贵司情况可以选择以下选项）
，这是增强客户信任度、
提升网站成交率的关键！
1、客户感言：可以在线发布客户（图文并茂）对贵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好评，
加强公信力；

6

公信力

2、资质认证：可以在线发布公司各项资质证书（包含本行业国家或者国际专

展示

利认证）
、荣誉证书、营业执照等照片和简介，让客户相信您是一家正规的实
体企业；
3、媒体报道：可以在线发布贵企业在各报刊，杂志，电视，电台，互联网等
知名媒体报道的文章（配照片）
，增加贵企业的公信力；
4、成功案例：可以在线发布为知名企业提供服务或者产品或者工程案例(成
功案例)，塑造贵公司强大的实力，增强公信力！
营销型网站必须具备推荐系统，让您的网站使用者(目标客户群体)在使用的
过程中不自觉的帮你进行网站产品(服务)的宣传，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销

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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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售效果，提升用户体验度和用户的粘度。
1、产品推荐：访客可以把心仪的产品，通过网站分享功能，一键分享给好友，
同时增加网站的转介绍；
2、资讯文章推荐：访客可以把心仪的资讯信息，通过网站分享功能，一键分
享给好友，同时增加网站的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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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中
心系统

营销型网站必须具备客户常见问题解答（即 FAQ 功能），让您的网站成为一个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的业务员！客户可在线提问，管理员可在线发布帮助信息，
大大削减您的客户服务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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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才

管理员可在线发布本企业招聘信息，求职者可以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个人简

招聘

历到指定的电子邮箱。
营销型网站的宣传图片必须围绕产品的核心卖点，展示营销力，同时网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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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宣传内容必须能够随时更换，建议您根据不同时期（季节性促销推广）更换

管理

不同的宣传内容，加强网站的销售力：
1、支持首页、频道页广告图片的录入和修改。
一个好的产品(服务)或者公司的视频介绍，比大篇幅的文字更具营销力：
1、能够通过 FTP 录入自己制作的视频[不建议存放到自己的服务器，导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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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站访问速度慢，同时占用大量的网站空间容量及流量]；

管理

2、能够录入第三方视频广告代码[建议存放在 56、土豆、酷六，这些视频网
站不影响客户访问速度和占用网站空间容量]；
3、产品页面和资讯页面都可以插入第三方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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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管理1. 图片库管理，相同的图片不用重复录入。
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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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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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网站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文件（图片）管理功能：

营销型网站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友情链接管理，要保持关键词在搜索引擎的稳
定性，建议与 PR 值为 5、6 以上的网站进行友情链接，提升网站的搜索引擎
排名，切忌不要跟一些小型网站（没有什么搜索引擎排名）做友情链接：
1、后台可添加修改友情链接。

客户留

营销型网站要能够获得客户第一手资讯，第一手下单信息：

言管理

1、目标客户群体在网站上下单，让你足不出户，获得客户商机。
在线客服是营销型网站必备工具，有利于增加网站的转化率，把握客户的第
一手商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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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1、后台可以设置客服分组，如业务部、市场部、客服部等接单部门；

客服

2、后台可以增加多个客服(QQ)；

管理

3、后台可以设置在线客服是否开启；
4、后台可以添加第三方在线客服工具代码（如 53 客服、EQ 客服、EC 客服等
第三方工具）
。
关键字（Keyword）是营销型网站核心部分内容，后台设置好长尾关键词，能
够提升网站在搜索引擎排名，提升网站流量，节省搜索引擎广告投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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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管理

可以完成以下内容：
1、后台可以设置关键词和超链接；
2、后台录入产品详细信息和资讯文章后，我们设置的关键字可以自动匹配到
文章里面，不需要您在文章里面频繁设置关键字，加强您的网站关键词密度；
3、可以调整关键词在文章中出现密度和频率；
第 4 页共 5 页

4、网站产品、资讯页面可设置长尾关键词。
标签（话题，Tags）是营销型网站核心部分内容，后台可以设置产品(服务)
与资讯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这样有助于增加相同话题的文章对客户的集中
17

标签

教育作用，有效提高网站产品(服务)销售的成交率：

管理

1、后台可以设置标签和超链接地址；
2、后台录入产品详细信息和资讯文章后，我们给它们做好关联，那么产品(服
务)就可以把它们关联起来。
营销型网站要有很好的流量统计工具，统计您的目标客户群体来源于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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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统

搜索引擎，来源于哪一个网站，来源于哪一个省份，来源于哪一个国家，男

计等第

性群体居多还是女性群体居多，年龄群体集中的区间，网站的访问量，网站

三方代

的独立访问人数等等，更好指导您的网站运营。

码管理

后台方便添加第三方流量统计工具（51la、中国站长网 CNZZ、Google 流量统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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