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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 

由于互联网和电子科技的发展，网站和网店慢

慢就变成了趋势。现在，基本每家每户都有上

网工具，上网查看资料的人和上网购物的人也

越来越多。搭建一个网站或网店可以利用互联

网发展的趋势来在美国创业和赚钱了。 
 
 

《美国互联网创业指南》的作者 

我是刘文昌 (Steven Liu)，《美国互联网创业指南》的作者。希望我

的经验可以帮到想通过互联网创业的人。 

 
 

关于我 

我 2002 年来美国。当时，在美国没有朋友，大多时间都在家里度

过。因为我对网络这方面很有兴趣，所以我用了很多时间来学习这

方面的知识。我的第一个网站是用 HTML 写出来的 (用了可能有一

个多月的时间来做)。现在建立网站就容易多了，简单的网站我半

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如今，建立一个网站或建立自己的独立网上

商店是非常简单容易的事情 (不需要网页编辑的知识，也不需要是

电脑专业人员)。 
 

这些年来，我很多的时间都是投放在建立网站和开网店方面，也算

是有点成绩了。我希望《美国互联网创业指南》可以帮到想建立网

站，网店，及通过互联网创业，但不知道如何开始的人。 



 

3 
 

搭建一个自己的网站 

建立一个个人网站或建立自己的独立网上商店是非常简单容易的事

情 (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你只需要两样东西: 
 

1. 域名 (网址，如 jiustore.com) 

登记一个域名是建立网站的第一步。域名也就是你的网站在互联网

上的名字，它可以成为你网站的形象，所以最好花些时间来挑选你

的域名。JiuStore.com 是这个网站的域名，简单，易记。 
 

进入购买域名：http://usdomaincenter.com/ 
 

2. 空间 (用来储存你的东西) 

空间用来存储你的网站或网店，并把它发布到互联网去。你也可以

在空间储存文件和安装不同的功能，如：论坛，博客，和社交功能

等等。 
 

进入购买空间：http://www.usdomaincenter.com/hosting/web-
hosting_4.aspx?ci=83725&prog_id=516071 
 

每一个网站或网店都需要域名和空间，每年的费用只需几十美元。

购买后，在空间安装 WordPress 和选择网站主题就是一个专业网站。 

我们也有提供免费的视频教程来教你一步步搭建你的网站。 
 

什么是 WordPress：https://www.jiustore.com/what-is-wordpress/ 

 

如果要建立网上商城，我也建议用 WordPress，因为你只需要安装

一个插件 (WooCommerce)你就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的网上商店并可以

开始在网上销售商品。深入了解 WooCommerce 电子商务网站系统: 
https://www.jiustore.com/woocommerce/ 

http://usdomaincenter.com/
http://www.usdomaincenter.com/hosting/web-hosting_4.aspx?ci=83725&prog_id=516071
http://www.usdomaincenter.com/hosting/web-hosting_4.aspx?ci=83725&prog_id=516071
https://www.jiustore.com/what-is-wordpress/
https://www.jiustore.com/woo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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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什么其它功能，你只需要安装免费插件(Plugins)就可以了。 
 

WordPress 是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国外)，因为它可以用来建立任何

的网站 (生意网站，公司网站，会员网站或论坛等等)。还有，你可

以把你的网店或网站设置成任何语言。WordPress 是这些年来最多

人使用的，因为它完全不用任何的网页编辑技术。 
 
 

建立一个免费网站 

我个人的观点来说，要建立一个网站，至少也要花点钱来注册一个

独立域名。独立的域名不但可以成为一个品牌名字，而且简单，易

记。更重要的是，你的网站看起来专业很多(域名是 JiuStore.com，

而不是 JiuStore.Freesite.com)。除此以外，它的功能也多很多，如

专业电邮(email@jiustore.com)。 
 

了解更多：https://www.jiustore.com/free-site/ 
 
 

建立一个有专题的网站 

一个有专题的网站是针对某一群人写的(如，热爱打哥尔夫球的人

或喜欢跳舞的人)。如果你对某方面有兴趣，你也可以朝着你的兴

趣来做一个有主题的网站。你不但有自己的见解，做起来也不会觉

得无聊或者力不从心。 
 

选择专题是最难的一步，你可以用以下的几个问题来帮助你。 
 

https://www.jiustore.com/free-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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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专题的几个问题 

1) 你对什么了解最多？你资料如何可以帮到别人。 
 

2) 你可以为你的专题写很多内容吗？如果不可以，可能你要继续想

想问题 1. 
 

3) 你可以卖相关的商品吗？卖自己的商品或加入联盟来推销别人的

商品？ 
 

4) 你的网站可以帮别人解决什么问题？ 

 

5) 有什么类似的网站存在？看看别人有什么没有做到的，你可以填

补。 
 
 
 

如何写好专题 

 

希望我以下的 3 个建议对你编写内容的时候有所帮助： 
 

1. 选择你感兴趣的专题 
 

如果是你喜欢的专题，你就不会介意写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搜索引擎最喜欢的就是原创的内容（搜索引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有很多流量都是从那里来的）。 
 
 

2. 写的时候绝对不可以马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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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文章写得马马虎虎，那浏览者也会察觉得到。浏览者到了

你的网站，他们是想知道或学到一些东西。你不认真对待你的网页，

那就是不认真对待你的浏览者。他们不会收藏你的网站，不会重返

你的网站，更不会把你的网站介绍给别人，最重要的是搜索引擎也

不会善待你的网站或网店。 
 
 
 

3. 文章的标题要明确简单并且与专题相关  

 

一个好的文章标题不但可以吸引浏览者，还可以很容易地在搜索引

擎上被找到。好的标题会明确地概括了你的文章内容，那你的网站

就会很容易地被搜索到，这样就可以增加网站的浏览人数。还有，

好的标题可以引起浏览者的兴趣，并吸引他们详细阅读你的网站内

容。 
 
 
 

如何提高网站浏览量？ 

 

你想你的网站或网店可以在搜素引擎上被搜索到吗？如果你的网站

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到，并且排行很前，你将会有很多免费的流

量。 

 

提高你的网站或网店在搜素引擎中的排行是叫做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 

 

我的网站大部分流量都是由搜索引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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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上线一年的网店：https://www.jiustore.com/one-year-online-
store/ 
 

在美国上线两年的网店：https://www.jiustore.com/two-year-online-
store/ 
 

我建议大家把网站提交给搜索引擎，因为这样可以为你的网站或网

店带来很多免费并且相关的流量，从而收入机会也会增多。 
 

在你把网站或网店提交给各重要搜索引擎之前，你首先要明白搜索

引擎是怎样决定你网站的排行的。你要记住的是每个搜索引擎都用

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个决定，还有他们用来决定的方法也会不断地变

化。但是有五种方法是常用的。 
 

搜索引擎会： 

1） 判断网页上的内容是否丰富  

要想丰富你的网页内容，就要选择你感兴趣或擅长的专题。 
 

2）判断网页上文章的题目和网页的大题是否相关 

网页上的内容要跟该网页的大题相关 
 

3）计算浏览者停留在你网站的时间是否很长  

这里又要讲到内容的重要性。如果你拥有好的内容，浏览者自然会

对你的网页产生兴趣，因而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 
 

4）计算有多少个好的网站给你做链接  

如果你的网站提供的资料很有质量，自然就会有人介绍你的网站。

那是流量，流量就是金钱。 现在的友情链接（两个网站互相链接）

不能帮助你在搜索引擎的排名，因为这样搜索引擎很难判哪个网站

有好的内容。但是单方面的链接却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因为单方面

的链接大部分证明了该网页的内容是好的。单方面链接既可以提高

https://www.jiustore.com/one-year-online-store/
https://www.jiustore.com/one-year-online-store/
https://www.jiustore.com/two-year-online-store/
https://www.jiustore.com/two-year-onlin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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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又可以提高排名；而友情链接只可以提高流量，却不可以提

前排名。 
 

5）看看你的网页是否拥有原创的内容  

搜索引擎一般都喜欢与众不同的内容。如果你的内容比比皆是，那

就失去了独特性和吸引性。如果你写的是你喜欢的专题，你的兴趣

将会驱动你写很多原创的文章。你下了功夫在你的内容上，搜索引

擎会善待你的努力。 
 

 好消息是，一旦被重要的搜索引擎添加了，你的网站无论在哪里都

会被搜索到，因为有很多小的搜索引擎（例如 AOL）的搜索结果都

是来源于大的搜索引擎（例如 Google）。 
 

注意：以下是部分重要搜索引擎的提交链接。但是在提交之前，你

必须确定你的网站或网店拥有至少十页（以网页为计算单位）以上

的内容。不然，通过的机会就很小。   
 
Google: https://www.google.com/webmasters/tools/home?hl=en  
 
Bing: http://www.bing.com/toolbox/webmaster/ 
 
Baidu: http://www.baidu.com/search/url_submit.html  
 
 

提交申请后，如果你申请成功了，你的网站将会在这些搜索引擎中

被搜到。你的申请审核有时候需要等一段时间，所以你不必焦急，

也不必提交多次申请，多次申请反而会对审核的结果有影响。 
 

另外，你也可以让已经被搜索引擎添加的网站给你的网页做链接，

这样就算你自己的网页没有被搜索引擎添加，它也会被搜索引擎搜

索到。 

https://www.google.com/webmasters/tools/home?hl=en
http://www.bing.com/toolbox/webmaster/
http://www.baidu.com/search/url_subm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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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建议大家以上的两种方法双管齐下。 
 

 除了通过搜索引擎来提高流量，还有以下的方法：  
 

1） 加入论坛和自贴广告的网站  

去百度或 Google 找些论坛。在这些论坛里不但可以跟别人交流经

验和互相帮忙，还可以为你带来相当不错的流量。在提问题或帮人

解答问题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名字和网站一起留下。但是不要滥用

论坛空间以及记得遵守各论坛的规则。 
 

2） 用博客和社交网来传播你的网页 

好的文章会经常被转载分享。在你的网页上要设置可转载的按键！ 
 

3） 通过社交网站推广 

在美国出名的社交网站有很多，如 Facebook, Linkedin, Google Plus, 

Twitter, Pinterest。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和 QQ 等工具推广。 
 

总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于创业都是有帮助的。你要记住的是互

联网创业是需要你的时间和功夫。 
 

你也可以利用 AdWords 免费赠送的 75 美元广告优惠卷来为你的网

页做宣传，这个过程你是不用花费一分一毫的。 
 

Google AdWords $75 优惠卷: https://www.jiustore.com/google-
adwords-coupon/ 
 

 
 
 
 

https://www.jiustore.com/google-adwords-coupon/
https://www.jiustore.com/google-adwords-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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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网站添加各项功能 

 

当你的网站越做越大的时候，你会想在你的网站添加各种功能。你

想要的功能都可以通过安装免费插件 (不需任何专业知识)来完成。 
  

最常见的功能是： 

1. 论坛功能 

在 WordPress 网站添加论坛功能 (bbPress): 
https://www.jiustore.com/bbpress-plugin/  
 

2. 会员功能 

创建 WordPress 会员网站 (免费和付费内容): 
https://www.jiustore.com/membership-site/ 
 

3. 购物功能 

WooCommerce 电子商务网站系统: 
https://www.jiustore.com/woocommerce/ 
 

WooCommerce 购物商场主题: 
https://www.jiustore.com/woocommerce-themes/ 
 
 
 
 
 
 
 
 

https://www.jiustore.com/bbpress-plugin/
https://www.jiustore.com/membership-site/
https://www.jiustore.com/woocommerce/
https://www.jiustore.com/woocommerce-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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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更新资料 

 

定期更新网页的资料也是非常的重要。 
 

以下是最重要的三个原因： 
 

1. 定期更新内容可以让你的网站更容易地在搜索引擎被找到。这虽

然不可以马上把你的网站提升到搜索结果的前十名，但搜索引擎

会慢慢地把你的网站排到前面去。 
 

2. 要想吸引和留住浏览者，或者让浏览者把你的网店或网站介绍给

其他人，就一定要定期提供新的有趣的内容。 
 

3. 定期提供新而有用的资料也可以让你成为专家。当别人提问你这

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专业的答案。 
 

在更新网页内容的同时，你也需要监控它。看看浏览者是用哪些关

键词在搜索引擎找到你的网页的，你更新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用那些

关键词来当你的文章专题，这样你的网页就会很容易地在搜索引擎

中被找到。 
 

这个定期更新资料一般是一个星期一次。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一

个星期更新两三次。但千万不要某一天更新了七八次，接下来的一

两个月都没有添加新的内容。 

 

如果一个星期过去了，你没有好的资料可以更新，那没关系，但不

要随便写些内容，然后添加在你的网站上。没有添加内容比添加垃

圾内容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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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都会想到很多有趣的内容来添加在网站上。有时候，我在吃

饭，坐车，走路，或做其它事情时，会突然想到好的网站题材。我

会把这些好的题材马上记录下来，因为过一会儿，我就会忘记了。 
 

当你为你的网站写内容时，你也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把你想到的

内容录下来。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有这样的功能。你也可以带个小小

的本子随时把灵感和题材记下来。这样你就不怕没有好的内容来写

了。 
 

记住：浏览者花时间到你的网站来是想读一些好的内容，所以在想

到好的内容前不要随便发表文章。但如果你用我以上讲的方法来记

录你想到的题材，你就可以写出很多的内容。 
 
 

美国互联网创业，从小做起 

一旦你的网站发布和有流量，你就可以用它来赚钱。你可以放置

Google 广告，出租广告位置，卖自己的产品，或者加入营销

(Affiliate Programs)，等等。一般情况来说，从网站或网店上赚到钱

是需要点功夫的。如果你对互联网创业有兴趣，我们的建议是从小

做起。希望我们的《美国互联网创业指南》对你有帮助。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https://www.jiustore.com/contact/ 
 

谢谢， 

刘文昌 (Steven Liu) 
 

就网店|就网站：https://www.jiustore.com/ 

就免费：https://www.jiufree.com/ 

https://www.jiustore.com/contact/
https://www.jiustore.com/
https://www.jiufr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