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学者如何建立自己的网站指南 

建立网站的全套流程: 学习如何建立自己第一个网站 

《初学者如何建立自己的网站指南》是由专业人员编写的一本非常

简单容易理解的网站建立指南。它主要介绍如何一步步建立一个专

业的网站。无论你是要建立一个个人网站，个人博客，生意网站或

电子商务网站，你只要跟着这个指南做，就可以从零开始，搭建一

个专业网站。这个过程，你无须学习代码或编程的知识。 
 

 
 

作者 

你好！我是刘文昌。 我 10 年前就开始建立网站。以前，要建立一

个网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现在，因为很多的免费资源开放，建

立一个网站变得容易简单多了。 
 

目前，我的网站 https://www.jiustore.com/和我的免费文章，图片，

以及视频教程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建立他们第一个网站。  
 

https://www.jiustore.com/


为什么喜欢我这个免费网站建立指南? 

 

为初学者专门编写 

这个指南讲解简单，清楚，易懂，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 
 
 

创建网站快速简单 

在一个小时内，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专业的网站，并发布到互联网去。 
 

 

明确网站建立平台 

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网站建立平台，来建立你的专业网站。  
 
 

免费网站技术支持 

我提供免费的咨询和技术支持。如果你在建立网站的过程中遇到什

么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联系页面：https://www.jiustore.com/contact-us/  
 
 
 
 

https://www.jiustore.com/contact-us/


 

3 个建立网站的步骤 

 

通过这个免费网站建立指南，你将会学习到 

 

第 1 步：选择一个网站建立平台 

 
 

第 2 步：选择你的域名(Domain Name)和空间(Hosting) 
 
 

第 3 步：设置和美化你的网站  
 
 
 

 
 
 
 
 



第 1 步：选择一个网站建立平台 

在选择你的域名和空间之前，你可以决定你要用的网站建立平台。 
 

什么是网站建立平台？ 

首先，10 年前，当我刚刚学习建立网站时，一般的网站都是使用

HTML 代码，CSS 等来创建的。学习这些知识非常耗时，因而搭建

一个网站是很复杂的事情。我的第一个网站用 HTML 写的，用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很多人认为建立网站也是这么的麻烦，耗时和困难，并且需

要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代码和网站设计技术。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

事实。 
 

目前，免费的网站建立平台，如 WordPress 把建立网站变得容易简

单。网站建立平台也叫做内容管理系统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或 CMS)。 
 

简单地说，现在建立网站基本都是使用网站建立平台(CMS)，因为

它比代码简单多了。现在基本都不会有人写代码来做网站了。 
 

最受欢迎的三个网站建立平台: WordPress (55.3%), Drupal (15.7%)，

和 Joomla (5.7%)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大概世界有一

半的网站都是使用 WordPress 这个网站

建立平台(内容管理系统)创建的。 
 



为什么 WordPress 是最受欢迎的？ 

目前，WordPress 是最容易和最好的建立网站方法。以下是几个原

因: 
 

1. WordPress 是完全免费的，并有成千过万的主题 (模板) 

你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就可以使用 WordPress。它已经有非常多的网

站主题，并且会有新的主题不断被添加到 WordPress 主题库。 

 

 

2. 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来操作和使用 

如果你会使用 Miscrosoft Word，你就会在 WordPress 上添加内容。

你也可以通过安装插件来在 WordPress 上添加任何你想要的功能，

如联系表格，图片库，和幻灯片等等。 

 

 

3. 建立任何类型网站 

无论你是想要一个个人博客，个人网站，生意网站，或电子商务网

站，你都可以使用 WordPress 来搭建。目前，使用 WordPress 的大

用户包括：CNN, New York Times, eBay, 和 Mozilla 等等。 

 

 

 



4. 响应式的网站 

你建立的网站也是响应式的，可以在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浏览。 

 

 

5. 非常多社区支持 

因为有很多人在使用 WordPress 这个免费平台，有很多的论坛都有

提供技术支持。 

 

 

其它免费网站建立平台(CMS) 

Drupal 也是一个强大的免费网站建立平台，使用它的一般是程序人

员和有经验的编程人士。这并不是初学者一般选择的，因为学习

Drupal 有点难度。 

 

Joomla 跟 WordPress 有点相似，但是你需要一些编程知识才可以把

网站设计到你想要的样子。Joomla 也非常适合用来创建电子商务网

站。 

 

如果你是初学者，我强烈推荐你使用 WordPress 来建立你的网站。

它是最容易使用的网站建立平台。你可以通过它来建立任何你想要

的网站。 

 



如果你在建立网站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你

也可以与我分享你已经建立好的网站。 

 

联系页面：https://www.jiustore.com/contact-us/  
 

 

 

 

 

 

 

 

 

 

 

 

 

:/www.jiustore.com/contact-us/


第 2 步：为网站选择一个域名和空间 

每一个网站都需要两样东西： 

1. 域名(网址，如 jiustore.com) 

2. 空间 (储存和把你的网站发布到互联网去) 

好消息是，域名和空间都可以在同一家公司购买，它们加起来的费

用是每年几十美元。如果你在 US Domain Center 购买的话，你可以

直接登陆你的帐户点击安装 WordPress。你也会在以下的视频教程

里看到。 

 

视频教程：讲解怎么购买域名和空间, 并安装 WordPress (12 分钟) 

视频链接：https://www.jiustore.com/start-wordpress-site/ 

 

安装 WordPress 后，你的网站就马上上线了。你只要在手机，电脑，

或平板电脑的网站输入栏打进你的域名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网站。 

 

 

关于 US Domain Center 

US Domain Center(美国域名中心)是一家知名的美国域名注册商。它

不但为世界各地(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等)提供域名

注册服务，它还提供高速空间(主机空间)。还有，如果使用 US 

Domain Center 的域名和空间，你无需向政府备案。还有，该公司

也接受不同的货币支付(人民币，美元，和加币等等)。 

美国域名中心：http://www.usdomaincenter.com/ 

http://www.usdomaincenter.com/
https://www.jiustore.com/start-wordpress-site/
https://www.jiustore.com/start-wordpress-site/
http://www.usdomaincenter.com/


 

域名注册 (Domain Registration) 

选择 US Domain Center (美国域名中心)的几个原因: 

1. 域名查询及批量查询及注册易如反掌 

2. 免费赠送专业电邮(如, info@yoursite.com) 

3. 自动将专业邮件指向已存在的邮箱帐号 

3. 拥有全部域名管理权, 可以随意更改信息 

4. 免费的 DNS 服务和管理 

5. 免费的域名防盗保护, 防止域名未经准许被转出 US Domain Center 

6. 免费提供各种域名注册的售前售后咨询服务 
 

该公司为用户提供域名注册, 域名查询, 和域名申请等服务。 

 

高速主机空间 (Hosting) 

US Domain Center 也提供高速主机空间(Hosting)。该公司的全球数

据中心让网页更快加载，并保证 99.9%正常运行时间。 
 

英文官网: http://www.usdomaincenter.com/ 
 

中文官网: http://cn.usdomaincenter.com/ 
 
 
 
 
 
 
 

http://cn.usdomaincenter.com/
http://cn.usdomaincenter.com/
http://cn.usdomaincenter.com/
http://www.usdomaincenter.com/
http://cn.usdomaincenter.com/


第 3 步：设置和美化你的网站 

安装 WordPress 后，你可以登入你的网站后台，开始来发布内容。 

 

如何进入 WordPress 网站后台 

WordPress 网站后台登陆默认地址是网站域名+后台目录。 
 

yoursite.com/wp-admin (把 yoursite 换成你的域名)就可以。 

 

例如，我们的域名是 jiustore.com，那么我们 WordPress 网站后台

的登陆地址是 jiustore.com/wp-admin 
   
 
                      
 
 
 
 
                         
 

进入你网站的后台后，你会看到类似以下图片的操作界面 

                                             



如何设计你的网站 

 

 

WordPress 有过万种免费的主题(网站样本)给你用。只要你去外观 

(Appearance)及点击主题 (Themes)来搜索就可以安装你想要的主题。

安装主题只需要一个点击就可以 (不需要专业知识)。 

 

             
 

初学者建立网站, 网上商店与开网店免费指南 

https://www.jiustore.com/online-store-and-website/


免费资源: 用 WordPress 建站视频教程 

1) 用 WordPress 搭建完整网站视频教程 (从零开始只需 1 小时) 

该视频对所有的浏览者或读者免费开放。你只要跟着这个视频教程

做，你就可以自己动手搭建一个专业的网站。我们会一步步教你如

何建立你的第一个网站。 
 

在 YouTube 观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P1udhVV6c 

 

在土豆观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Dy87n_Cbpo/ 
 
 

2) 新手 WordPress 视频教程: 学习如何建立响应式网站的全套流程 

只要你跟着我们这个 45 分钟的教程做就可以建立一个专业响应式

网站(可以在手机，电脑，或平板电脑浏览)。你也可以对该网站进

行任何的个性化修改(不需任何专业知识)。 
 

在 YouTube 观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sSXxaukAo 
 

在土豆观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l4bhKF7vro/ 
 
 

3) 建立 WordPress 电子商务网站视频 (WooCommerce 教程) 
 

如果你已经根据第一个视频教程建立了一个网站或者你已经拥有自

己的 WordPress 网站，我们这个视频将会教大家如何使你的网站成

为一个专业的电子商务网站。同样的，你也不需任何的专业知识来

搭建一个功能强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观看链接：https://www.jiustore.com/video/ 

美国代购网店：https://www.jiustore.com/dai-gou-online-sto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P1udhVV6c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Dy87n_Cbp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sSXxaukAo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l4bhKF7vro/
https://www.jiustore.com/video/
https://www.jiustore.com/dai-gou-online-store/
https://www.jiustore.com/dai-gou-online-store/


 

初学者如何建立自己的网站指南 

 

希望我的《初学者如何建立自己的网站指南》和以上的 WordPress

视频教程对你有帮助。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随时联系我。 

 
 

联系方式 

微信: jiustore 

邮箱: info#jiustore.com (将#改@) 

网站: https://www.jiustore.com/ 
 
 

我创建的子主题 

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主题好，你可以看看我创建的子主题。 
 

1) 就完美主题 (Jiu Perfect Theme): https://www.jiustore.com/theme/ 
 

2) 就店面主题(Jiu StoreFront Theme): 
https://www.jiustore.com/storefront/  
 
 
 

谢谢， 

刘文昌 (Steven Liu) 
 
 

http://www.jiustore.com/
http://www.jiustore.com/
https://www.jiustore.com/
https://www.jiustore.com/theme/
https://www.jiustore.com/storefr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