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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SITE项目简介 

KEYA 官网项目约持续 14 周，经历 4 个阶段： 

1.1 需求理解与网站架构设计 

 阶段任务：对比国外优秀同行的网站并结合 KEYA 自身的需要,设计网站的基

础架构，确定项目时间安排。 

 执行时间：2010 年 12 月 14 日-26 日，约 2 周 

 

1.2 平面设计与网页设计 

 阶段任务：根据 KEYA 的行业特点（桑拿及泳池产品）设计网站的平面美工

图，然后将其设计为符合 W3C 标准的 XHTML 和 CSS 网页。 

 执行时间：2010 年 12 月 27 日-2011 年 1 月 16 日，约 3 周 

 

1.3 数据库设计与网站程序 

 阶段任务：以网站架构设计为蓝本，开发网站内容管理系统，设计数据库并编

撰对应的程序。 

 执行时间：2011 年 1 月 16 日-2011 年 1 月 24 日，约 1 周，设计一个简单模型

（快速模型供验证我们的网站是否符合预期）。2011 年 1 月 16 日-2011 年 2 月

7 日，约 3 周，完成网站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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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试与内容迁移 

 阶段任务：网站的测试工作，在正式运营前修复已发现的 BUG。完成 KEYA

原有网站数据（图片，文字）到新网站系统的迁移和优化。 

 执行时间：2011 年 2 月 8 日-2011 年 2 月 28 日，约 2 周（春节），完成数据的

迁移。2011 年 3 月 1 日-2011 年 3 月 9 日，约 1 周，完成测试和部署工作，KEYA

企业网站（中文）具备上线条件。2011 年 3 月 10 日-2011 年 4 月 1 日，约 2

周，组织内容优化和英文翻译工作，KEYA 企业网站（英文）正式上线。 

 

 



   
 

2 WEBSITE建设标准 

国际化品质的网站设计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从设计初期便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上，结合

KEYA 的行业特点，设计独到的功能。并且针对访问者，搜索引擎，管理人员都有独到的优

化标准。（WDOPS 认为孤立的网站设计没有意义，网站能够获得成功更依赖于设计，优化

和推广的完美集成，我们不是单纯地提供网站设计同时更精于将网站优化和推广能力集成到

的网站建设中，为用户构建可信赖的解决方案。） 

 

 

2.1 完全基于W3C国际标准 

WDOPS 致力于建立交互性和功能具佳的网站。KEYA 网站完全基于 W3C 国际标

准，表明 WDOPS 始终在网站设计中采用系统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保证网站在所

有主流浏览器中拥有完全一致的表现。 

 

即便是在同等条件下，符合 W3C 的网站不仅表现更加稳定快速，且更易于被搜索

引擎收录，吸引更多的客户造访，意味着能为您的网络营销带来直接利益。 

 

 

2.2 强大且易于使用的内容管理系统(CMS) 

支持流程化自动内容管理，在角色安全系统指导下，即可将网站的内容创作，翻译，

优化，审批发布等予以分工，各司其职，充分利用现代企业团队优势，使网站运作

高效而富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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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轻松和易于使用的内容管理方式，确保网站内容维护工作也完全可以由一个

人完成。 

 

2.3 内建搜索引擎优化 (SEO) 策略 

在设计网站时，即有针对性进行了细致的优化，内建了完整系统的 SEO 支持策略，

如：全站静态地址，静态内容，页标签，纯文本导航系统，自动站点地图等帮助搜

索引擎更有效地收录您的站点，当然基于 W3C 国际标准的网站本身就是 SEO 友

好的。 

 

同时我们也提供了流量分析等专业 SEO 工具，助您运筹帷幄。 

 

备注：搜索引擎优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的简称，SEO 服务是指通过了解搜

索排名技术，对网站进行相应的 SEO 优化，使网站对搜索引擎更加友好，从而提

高网站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进而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户。 

 

2.4 定期出具详尽的网站访问情况分析 

 

www.wdops.com Release: 2011-03-23  7/28 
 



   
 

 

2.5 环境标准 

为了确保 WDOPS 建设的所有网站均能更迅速，更稳定，更安全的运行，我们不仅

注重应用强大技术，挑选高端商业级部署环境，并为企业提供维护及保用服务，让

您的网站运营心无旁骛，稳定自如。 

 

网站采用 Microsoft .net3.5/4.0 C# 技术，AJAX, Silver, Jquery 应用，XHTM 页面结

构标准，严格遵循 W3C 标准。  

数据库采用：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国内网站寄存空间：选用中国万网符合标准的优质空间 

国外网站寄存空间：选用国际主流网络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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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站主要内容版预览 

3.1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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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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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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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司动态和产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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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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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认证及下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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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版预览 

4.1 信息查找的第二个途径：搜索 

www.wdops.com Release: 2011-03-23  15/28 

 

功能导航菜单 

主栏目菜单 

搜索框 

当前搜索的关键词和匹配项数量 

搜索结果（每页罗列5项搜索结果） 

搜索结果总计页数 



   
 

4.2 客户浏览和搜索引擎的指引：网站地图 

对于客户浏览，网站地图提供网站结构的基本指引。而搜索引擎地图则告诉搜索引擎如何索

引网站，网站的哪些信息在最近作了调整和变动。 

 

 

Google sitemap 

Baidu sit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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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更新通知：RSS订阅 

 

 

RSS 是对 Web 站点或 Web 页面更新的订阅。通过 RSS 订阅，客户可以自动获得定制站

点所做更新的通知。  

 

RSS 比大多数电子邮件的通知更为及时，网站提供 RSS 订阅，有利于让用户发现网站内容

的更新。例如客户可以在支持 RSS 的浏览器支持下（例如 IE8, firefox, opera 等），在不打开

公司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下即可阅读公司的动态和产品新闻。 

 

RSS 是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的缩写。技术上讲，一个 RSS 就是 Web 站点上的一个 XML 

文件，它通过特别编码，以机器可读的格式列出最新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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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询盘意向 

www.wdops.com Release: 2011-03-23  18/28 

客户填写咨询信息 

 

 
提交咨询信息 

 

提交时，网站会将这些咨询信息（客户的姓名，联系方式，咨询内容）记录下来并以邮件的

方式自动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网站管理员，或者销售和服务人员）。 

接下来客户的浏览器上也会显示咨询受理的提示。 

 



   
 

5 开始管理网站 

5.1 网站的内容管理系统(CMS)简介 

网站的 CMS 内容管理系统是一个强大的信息平台，可以让你迅速轻易地发布信息而不需要

专业知识。CMS 允许在一个普通的网页浏览器上更新企业网站。 

 

使用条件，计算机内须安装有下列网页浏览器：IE 8.0 及以上版本，或者 firefox, Opera, 

Maxthon 等主流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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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登录 

 

使用 CMS 你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字处理能力。

打开你的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网站的域

名 ， 后 面 加 上 /umbraco/ （ 例 如

http://www.szcoasts.com/umbraco/）并且按回车

键开始浏览。在显示的登录框中输入你的用户

名和密码，然后登录。 

 

 

5.3 进入管理者模式界面 

开始创建内容 

 搜索并编辑已有的内容（按内容完整标题的精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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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类别划分的嵌套内容。每一个标题代表网站的一个页面

内容，左侧三角箭头符号可以展开，表示此类别之下还有

内容。整个逻辑结构如同书页大纲一样直观，内容按层次

递进。 

功能面板，代表网站内容的管理(content包括了展示给访

问者或搜索引擎的所有页面内容) 和媒体的管理（Media

包括了各种图片，动画，上传文件） 



   
 

5.4 编辑现有内容 

1 浏览左侧树状标题目录，点击你想要编辑的标题，右侧即呈现对应内容； 

2 更新内容； 

3 点击保存按钮； 

4 点击预览按钮在新打开的网页中预览最终效果； 

5 如果满意，点击保存并发布按钮使更新的内容对浏览者生效。 

 

1.在树状标题目录中选择编辑内容 …….. 5.点击保存并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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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保存按钮 ………………. 4.点击预览按钮，观察效果 

 
2.更新内容 

 



   
 

5.5 创建保存并发布新内容 

1 浏览左侧树状标题目录，右键单击你想要在其下创建子页面的标题，鼠标范围内即

呈现弹出功能菜单； 

2 点击创建，在弹出的创建子页面窗口中输入页标题并选择类型，然后单击创建按钮

提交； 

3 新的页面即被创建，随后往页面中添加实际内容； 

4 点击保存按钮； 

5 点击预览按钮在新打开的网页中预览最终效果； 

6 如果满意，点击保存并发布按钮使新创建的内容对浏览者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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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多样化的发布方式 

可以通过 2 个简单步骤一次性发布包括选定页在内的该页下所有子页的内容： 

1 浏览左侧树状标题目录，右键单击你想要发布的内容，鼠标范围内即呈现弹出功能

菜单； 

2 点击发布，在弹出的发布窗口中选择发布该页内容或者还勾选包括发布其下所有的

子页内容，然后单击发布按钮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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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拟定时间计划，定时发布或撤销发布此页面，典型应用如：对时间准确要求的新闻

发布，新产品发布场合，以及有时间范围的事件活动等。 

 

启用定时发布功能，只需要 2 步： 

1 点击右方日历按钮选择拟定的发布时间。 

2 然后点击保存按钮。 

启用撤销发布功能，也只需要 2 步： 

1 点击右方日历按钮选择拟定的过期时间。 

2 然后点击保存并发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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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简单强大的排序功能 

1 浏览左侧树状标题目录，右键单击你想要排序的多个子页的父页，鼠标范围内即呈

现弹出功能菜单； 

2 点击排序，在弹出的排序窗口中直接拖动相应页标题，使其呈现出预想的顺序；或

者单击名称 Name，创建时间 Creation date，原序列号 Sort order 辅助排序； 

3 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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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随心所欲地移动现有页面 

可以轻易移动现有的页面到新的位置（注意如果目标位置的文件类型并不包括此页类型则不

能完成移动），典型应用如：根据需要调整产品类别，合并栏目信息等。 

1 右键选中想要移动的页（其下包含的子页面也将一起移动） 

2 点击移动，在弹出的移动页面窗口中选择目标位置； 

3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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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轻易复制和删除现有页面 

也可以轻易复制现有的页面内容到指定的位置，典型应用如：例如通过复制和更新的方式快

速的建立类似的信息。 

1 右键选中想要复制的页（其下包含的子页面也将一起复制） 

2 点击复制，在弹出的复制页面窗口中选择目标位置； 

3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提交。 

 

 

 

删除现有页（请谨慎使用删除功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 右键选中想要删除的页（其下包含的子页面也将一起删除）； 

2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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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比Word更加简单的内容编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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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Styles 样式，可以对鼠标拖选住的编辑内容选用以下的样式： 

 Sub Header：段落标题 

 Left：浮动到左边 

 Right：浮动到右边 

 Indent：段落首行文字缩进 2 个字符（中文版式） 

显示或隐藏 HTML code                                    自然列表 

清除格式                       粗体                      数字列表 

撤销                          斜体                     减少缩进量 

恢复                          下划线                 增加缩进量 

剪切                      左对齐             插入超级链接 

复制                       中间对齐                删除超链接 

从word文档粘贴                       右对齐                  插入描点 

样式                       两边对齐               插入图片 

插入宏 

插入表格 

水平对齐 

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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