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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书主要是基于笔者多年的研发经验和研究心得，并整合以前发表的博文所成。主要内

容为 B2C 电子商务系统的规划、业务研究和对重点模块的设计建议。由于本文档是公开性

的文档，所以并不会涉及太多的实现细节，更多的是提出一个框架、一些研究心得和设计方

向，为各位读者提供研发时的参考，如能起到一些帮助则是笔者的荣幸。限于篇幅，不够详

尽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见谅。 

  

2. 概述 

 本系统并未将销售的产品限定在某些方面，如服装、IT 产品、书籍等，本系统所以针对

的产品是相对广义的产品，即可以是实体产品、也可以是虚拟产品，所以在设计上会进行兼

顾，但是由于目前互联网上实体产品占的比率很大，所以本系统的设计还是比较倾向实体产

品。而且虚拟产品往往有其服务的特点，所以系统如果要实施在虚拟产品的网站，还是需要

做若干的调整，那就不在本文的范畴之内。 

 除了针对核心的产品进行讨论外，本文还将对订单、销售策略、客户管理等方面进行论

述。 

 电子商务系统具有明显的前后台区分，前台展示产品、提供购物车、结账、我的账号等

功能，后台提供订单管理、产品管理、客户管理、销售管理等等管理的功能。 

所以总体规划将从技术框架、前台总体规划和后台总体规划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 技术框架 

 电子商务系统的业务变化比较大，比如前台经常会增加一些功能、每隔一段时间会进行

改版、后台会定制一些订单流程、销售规则、积分规则等，所以系统的技术架构需要比较灵

活，能够适应容易改版、容易增加新功能等特点。 

 

 技术框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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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Web Services 多在整合其它系统中使用，所以本框架为了简化，并未将其考虑入内。 

 框架图说明： 

1. 总体采用 Spring + Spring MVC + Hibernate + JSP + Javascript + DWR + JQuery 等技术，

MVC 框架我推荐使用 Spring MVC，当然使用 Struts、JSF 也可以。 

2. 采用 n 层结构，在控制层和数据访问层中间增加业务层，便于处理各类领域业务，

而不是将其和数据访问混在一起。 

3. 数据库我推荐 MySQL，或许有人会觉得 MYSQL 是开源的，对于访问量和并发量比

较大的系统支撑不了，但是经过测试组内部测试，系统在比较大的并发压力下均表

现良好，而且经过多个项目的实施，均表现稳定，并未出现丢单的情况。 

4. 数据访问层我建议使用 Hibernate，对代码的质量会很有帮助，至于性能上的考虑，

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手段来弥补，如缓存、静态化或者购买更好的服务器和带宽等。 

 

现在做项目都是一个团队，数十名开发人员（甚至更多），为了追求多些速度而牺

牲了代码的友好性会大大增加沟通和维护的难度，并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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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台规划和设计 

4.1. 前台总体规划 

 
前台的功能划分主要根据重要页面，包括： 

 主页：网站的主页，最重要的页面。展示导航、网站定位、最新产品、各个页面的

入口等。 

 一级目录主页：一级目录的主页，针对该一级目录的主页进行特定的设计。重点是

按各类促销类型呈现该目录下的产品。 

 产品列表页：列出该二级、三级...N 级目录下面的产品。 

 产品详细页：某个产品的最终详细页面，在这个页面显示该产品所有信息，并提供

购买的入口。 

 购物车：产品到结账中间的暂存处。 

 结账流程（多个页面）：有一页式结账，也有传统的多页结账，视同实际需求来选

择。 

 我的账号（多个页面）：订单查询、信息维护、地址维护等。 

 意愿清单 Wish List：这个功能比较独立，所以会单独作为一小章讲解。 

 内容页（多个页面）等，还有其它信息等可以嵌入这些页面内作为子功能，不一一

列举。 

 

4.2. 主页（Home Page） 

4.2.1. 概述 

 主页的设计对电子商务网站而言至关重要，一个优秀的主页让网站加分不少，而一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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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差劲的主页则让网站未战先败。 

 那怎样才算一个优秀的主页呢？ 

 针对不同类型的站点有不同的设计，或华丽、或简约、或丰富、或朴素，不一而同。 

 首页的设计分为两部分：功能规划和风格设计。 

先根据后台的功能支持和参考同类站点来初步确定主页的功能规划，然后画出线框图。

项目组和客户可以基于这个线框图进行讨论来逐步完善。 

 风格设计，同样最好是先参考同类的优秀站点，然后根据销售产品的特点先确定网站的

设计基调，如素雅还是奢华，确定好基调后，再进行选图和做图。 

除广告和产品图片外，主页的颜色不要太多，3~4 种比较合适。 

 

4.2.2. 功能规划 

 主页要放置那些模块？怎么放？这些问题牵涉到网站的定位。 

 首先，考虑网站的经营范围和主要顾客群体。比如化妆品类站点，经营产品目录层次较

浅，品牌较多，而且用户对品牌忠诚度比较高，主要为女性用户等。 

 针对这些分析，设计该化妆品站点时将以简约、素雅、易用为主，针对品牌的导航要做

一定的优化。 

 那主页要有那些功能呢？ 

1. Logo 

2. 顶部快速链接（登录/注册入口/Live Chat/MiniCart） 

3. 网站促销广告。 

4. 产品搜索 

5. 产品目录及其他导航 

6. 主广告 

7. 推荐产品列表（热销/新到/特色/特价等），一般为橱窗式图文并茂式展现。 

8. 帮助链接 

9. 版权 

10. 其他信息（如支持的支付类型、SEO 优化内容、最新公告等） 

 分析出这么多功能，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线框图来表达初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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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线框图是 WEB 页面的草图，展示了导航系统的骨架，或者每一页的内容的基本信息。

线框图可以作为和项目成员、客户分析讨论的视觉工具，从页面设计的需求、概念到架构图

的过程中，都可以使用。 

 

项目组可以和客户一起就这个项目图逐步讨论细化，当达成相对的共识时，美工人员即

可在这个线框图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线框图能简化沟通，并让项目组在功能和排版未确定时

不至于立刻陷入到美工设计的细节中去。 

下面是我发表在博客的一篇文章，可以作为主页设计的参考，读者可以看到，我设计的

线框图也就是根据这个站点反向设计，其实在实际项目中，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操作，选择几

个同类的优秀站点，参考设计线框图，逐步剔除不需要的，增加更合适的等等来完善。 

4.2.3. 化妆品网站 SkinStore 主页设计评析 

Skinstore.com 是一个美国的专营化妆品的站点，经常搞促销活动，折扣比

较吸引，做美国代购的或者喜欢国外购物的人士大多都熟悉她。 



《B2C 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设计完全手册》 9 / 49 

颜超敏：www.2ecommerce.cn（个人博客） 

由于她的主页比较长，所以我分为两屏分别截取和讲解，下面是上面一屏，

图中打上数字标识的我在下面会一一讲解：

 

1. 顶部导航设计得很简约： 

1）Shopping Cart 独占一行，因为它的长度是动态的。 

2）常用的链接在顶部，各个页面都能看到，很方便。 

2. 搜索放在左侧，和一般放在右侧不太一样，但是为了突出右侧的重要优惠广告，也

就可以接受。 

3. 将网站的两大全局优惠及其条件放置在最为显眼的顶部右侧，很吸引眼球。这点在

设计上可以参考。 

4. “the daily special”栏目对新老顾客都很有吸引力，我想该图标的点击率一定很高。 

5. 把导航全部放在左侧，而不像大多数站点占用顶部作为放置一级导航的首选。这种

做法对于本站点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它的导航分类得非常清晰好用。如： 

o Shop->First Time Shopper 针对新用户设计。 

o Shop By Brand 针对品牌忠诚顾客。 

o Special Offers 针对喜欢折扣的顾客等等，总有一样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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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虽然很多站点都采用 Tab 作为主页产品的分类展示，但是我比较欣赏的是它的 Tab

的名称，非常的人性化， 

是从顾客思考的角度来设计 Tab 名称，我相信顾客使用时会比一般的 Features 

Product、New Arrival 更加有亲切感。 

7. 每个产品以橱窗形式，底色用白底，体现出产品的高雅，白色的 Add to Cart 和整体

设计都很配。 

 

1. 用一张横幅广告作为上面的主体部分和下面的文字内容的分隔，这点做得很巧妙，

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只会 

看到一屏之内的产品，甚至错觉以为该广告就是这页面的底部了。 

2. 这部分表面上是一些皮肤保养、化妆技巧知识，但是实际上作为页面的功能，我认

为它更主要是为了 SEO，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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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设计比上次我介绍的 ProFlowers.com 的下面部分 SEO 更加的好，因为一般

的 SEO 文字，对访客而言是没有什么 

可读性、可用性的。但是这部分的设计兼顾了 SEO 和用户体验，值得我们在设计上

借鉴。 

对比 essentialdayspa.com 下面部分的关键词堆砌，这里显然高明得多。  

3. 这部分是邮件订阅登记用，我个人觉得邮件订阅就应该独立占据一行，比藏在一个

角落好多了。这个功能其实对 

提供转换率很有帮助，只是目前在国内并不太重视，又或者做得不好。 

4.3. 一级目录主页（Category Page） 

4.3.1. 概述 

类别页又被称作：子栏目起始页、一级目录主页、商品门类页等。 

 类别页为网站各个一级目录分别提供总览，它们常与主导航一一对应。在很多电子商务

站点，甚至每个一级目录主页的设计都采用不同的模板，无论从颜色、排版都不一样，针对

访问不同目录的不同顾客群进行更加细化的定制。 

4.3.2. 功能规划 

除了和主页公共的头部和底部外，一级目录主页有它特有的一些功能： 

1. 该一级目录的子目录导航。 

2. 该一级目录下的品牌导航。 

3. 该一级目录的主广告，指向该一级目录或者子目录下面的产品。 

4. 该一级目录及其子目录的推荐产品列表。如：热卖、新到、特色、特价、销售排行、

精选、促销专题等。 

对于第 4 项，某些站点并不采用，直接用一张大广告代替，将产品列表的功能交给产品

列表页来处理。 

4.3.3. 参考站点 

 Gap.com 

进入 Women 一级目录，该页面并没有显示任何产品，只是一副大广告，对于服装类站

点，因为时尚元素比较强，这种前卫的设计可以考虑采纳。 

http://www.essentialdayspa.com/


《B2C 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设计完全手册》 12 / 49 

颜超敏：www.2ecommerce.cn（个人博客） 

 
 Joyo.com(Amazon.cn) 

下图是图书目录主页，很长，我截了一半，从图中可以看到左侧是图书下面的子目录导

航。中间部分是图书的大广告。下面和右侧都是各类产品推荐栏目，包括热门新书、精

选好书、童书精选、销售排行、促销与书讯、最新专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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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产品列表页（Product List Page） 

4.4.1. 概述 

产品列表页与一级目录主页相似，但推荐分类不再是该页面的重点，总览该目录下所有

产品才是重点。 

但如果该目录下面有很多产品，一下子全部列出来显然不是办法，所以必须提供分页，

但即使提供了分页，一页一页的往下翻，作为顾客，也只能祈求自己运气足够好，能够在茫

茫产品海洋中撞到自己中意的产品。 

所以在产品列表页，处理必须提供的列表展示和分页外，重点在于收窄结果集（Narrow 

By）的功能的设计。只有提供好用的的收窄结果功能，顾客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合适自

己的产品，从而提供转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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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功能规划 

1. 产品列表展示，包括列表式和橱窗式展示。 

2. 分页功能。 

3. 排序功能：如按价格高低、按上架时间、按销售数量和按其他特定属性排序等。 

4. Narrow By：如价格区间、品牌、尺寸、颜色、折扣、包装、特定属性等。 

【设计重点】 

4.4.3. Endless.com 收窄搜索(Narrow By)功能赏析 

1. 前言 

收窄搜索（Narrow By）结果功能在电子商务、搜索引擎、内容发布类等多

种类型的站点都会出现它的身影。 

而对于产品线丰富的电子商务站点而言，设计方便高效的 Narrow By 功能，可以

让访客精准得找到他心仪的产 

品，有助于尽快达成交易。 

2. 层级结构和分面结构 

谈到电子商务网站的收窄搜索功能，这涉及到网站的信息结构的规划。一般

而言，电子商务网站都提供层级 

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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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要找到目的产品只能一层一层的前进：主页->服装->男鞋->男鞋展示页

->男鞋产品页。 

但是如果男鞋目录下有大量的产品，访客要找到自己中意的产品只能下一页

下一页的遍历该展示页 下的产品，工作量不可谓不大。如果再在男鞋下面再划

分子目录，如沙滩鞋、商务鞋、休闲鞋等，这样会导致网站的层次太深，这违背

了层次设计的原则——一般不要超过 3 层。 

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应该考虑增加分面结构来组织产品了。按照该

类产品访客看重的特征和属性来提供 Narrow By 功能，这样 访客在产品展示页

可以直接点击 Narrow By 的查询项，在不跳离展示页的情况下通过 Ajax等技术 

手段一步步的收窄搜索结果，很快就能精准的查询到目标产品。 

3. Endless.com's Narrow By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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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一列是 Narrow By功能列，提供了 Category（子目录）、Size、Width、

Brand、Color和 Price六种 Narrow的形式，将层级结构和分面结构糅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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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使用 Ajax局部刷新技术，当选择某个特征时，展示列表立刻重新搜索，而

且大部分的特征都支持多选，非常厉害！ 

分面形式 取值范围 分析 

Category（子目

录） 
Man Shoe's sub categorys. 

将子目录也糅合进 Narrow By 中，

是 Endless 的设计亮点之一， 

这样便减少了访客做更深目录层

次的访问，对于访客而言，越快看

到 

产品体验越好。 

Size（尺寸） 4 to 20 

对于买鞋的人，几乎都是只关心可

以穿的尺寸，所以 Size 很必要。 

而且，对于不支持或者没有库存的

尺寸，是变灰，不能点击的。 

Width（尺寸） 4A to 5E 和 Size 一致。 

Brand（品牌） 180s,310 Motoring 等数十个。 

按照拼音排序，并且提供 Find a 

brand，可见 Endless 对 brand 很重

视， 

也许访客同样如此，因为品牌忠诚

度的存在。 

Color（颜色） 以色块加 Title 名称的方式展现。 
和上面的 Size、Width、Brand 等一

样，都支持多选。 

Price（价格） 

采用价格横条的形式，提供最大和最小

价格两个游码供访客拖动定位价格范

围。 

这个很好用，很精准，但是对

Javascript 技术要求比较高。 

 

4. 总结 

将分面结构的分类方式通过收窄搜索结果的功能来配合层级结构进行使用，

会显著的减少目录深度，让访客可以通过更多看重的特征和属性对搜索结果不断

收窄，尽快找到合意的商品是电子商务网站应该认真考虑的。 

对于如何设计好用的 Narrow By功能，Endless是个相当优秀的参考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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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产品详细页面（Product Detail Page） 

4.5.1. 概述 

产品页是电子商务网站的关键页面，在这里，客户可以全面的了解该产品，并作出是否

购买的决定。 

4.5.2. 功能规划 

产品详细页面的设计复杂度一点都不比主页低，在设计之前，首先让我们确定这个页面

要放置多少信息和功能。 

1. 信息 

 产品主图片（一张能够清晰展示产品的图片）。 

 产品附加图片（多张）。 

 产品名称、编码。 

 产品各类价格：市场价、销售价、VIP 价等。 

 库存信息。 

 产品的详细描述、规格参数、包装清单、售后服务等。 

2. 功能 

 加入购物车 Add to Cart 区域 

 选择必须的特性，如尺寸、颜色等。 

 加入收藏夹 

 加入意愿清单 

 查看大图或局部放大 

 打印此页面。 

 以邮件形式发送此页面。 

 查看评论列表。 

 发布评论及评分。 

 优惠套餐。（该产品和其它产品一并购买的预定义优惠套餐） 

 相关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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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产品详细页面的设计－AE.com 

 

对于电子商务站点，产品详细页面的设计非常重要，让客户在“冰冷”的网

页上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产品信息，而又保持页面设计的简洁美观，对于产品策划

人员和界面设计人员都是一个考验。下面介绍一个优秀的设计：www.ae.com。 

这个图是从该站点的截图，下面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布局 

1) 整个站点是 850 左右的分辨率，对于服装行业比较合适，利于用户视觉聚焦到产品

上； 

2) 页面平均分为两列，左边放置图片和两个促销栏目，右侧放置产品信息、可选规格、

数量和相关按钮等。 

2. 设计 

1) 采用白色和灰色的底色，对图片和文字不会形成干扰，利于阅读。电子商务网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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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要使用深色背景，深色背景＋反白字体虽然看上去比较“cool”，但是看久了会

造成疲劳，而且不利于图片的展示。 

2) 两侧通过底色的差异自然的呈现出立体感。 

1. 功能 

这个页面看上去功能好像不多，其实隐藏了很多优秀的细节，而电子商务网

站往往就是细节决定成败。下面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分析。 

1) 展示当前搜索结果的全部产品。 

 

2) 鼠标移上 View All Hoodies ，弹出所有 Hoodies（带帽背心），这个功能对用户其实

很方便的，可以在不离开 

这个详细页面时一次性的看到所有的同类产品。 

3) 旁边有 Prev Item 和 Next Item，同样好用的按钮，可以让在详细页面一件一件的看

完同类的产品。 

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要看下一件商品时还得跑回产品列表页面，有时还忘

记看到那件了。 

（好的功能其中一点就是尽量让用户节省不必要的点击次数） 

4) 促销推荐。 

即页面下面的两个 Tab 页面，Most Popular 和 Stylist Picks。 

一般的电子商务网站都设计有这个功能，我要重复说明一下的是 Stylist Picks，这个

推荐翻译成中文即是：精选搭配。 

对于服装行业，搭配最为重要，上衣、裙裤、鞋子、包包，都要很相衬才有最佳效

果，这里的精选搭配充当了 

一回专业导购员的角色了。2ecommerce.cn 

5) 多种外发方式和友好的提示。 

http://www.2ecommerce.cn/archives/2008/10/16/catalo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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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配合图标和文字已经很清晰了，但是 Ae.com依然不厌其烦的增加提

示，当鼠标移上 Print Page，弹出提示信息 Printer friendly version。 

6) “ADD TO BAG”按钮的有效性控制 

 

由于购买一件外套必须选择规格（颜色＋尺寸），所以当客户未选择好颜色

和尺寸时，ADD To Bag 按钮 

是灰的，选中后才是可以点击的。 

7) 颜色和产品图片的关联。 

一般的电子商务网站，每个颜色规格是对应一张相应颜色的产品图片，但是一张图

片怎能让客户窥得全貌呢？ 

AE.com 的做法是：一个颜色对应一组图片，当客户选择了一个颜色时，左侧的多

图全部是该颜色的图片，很棒！ 

8) 尺码表。 

尺码表虽然也是很多服装网站都必备的一个功能，但是 AE.com 胜在做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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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有两个 Tab，第二个是 Size & Fit，就是尺码表，另外在尺码规格选择

的旁边也有一个链接 Size Chart，同样指向这里，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尺码表，

如果客户依然不满意，则可以点击 View Full Size Chart，将会去到一个非常

完整的尺码帮助页面。 

AE.com这个设计胜在细节，因为好的设计就是不断的将适当的内容给客户，

而不是一下子将所有的内容都全部展现出来，第一个简单的尺码表，8成的客户

都够用了，只有 2成的觉得不够，但是系统还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给他们，只是

需要点击一下。而这样做方便了 8成的客户，满足大多数的情况。 

4.6. 购物车（Shopping Cart） 

4.6.1. 概述 

对于 B2C的电子商务系统而言，购物车的设计非常重要，它作为一个中间的

实体，联系着产品、促销、结账和订单。设计优秀的购物车功能，对于提高购物

车转换率，增加销售非常有帮助。 

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电子商务系统都会拥有购物车这个功能，甚至在以前，电

子商务系统是被称作 Shopping Cart Software。 

购物车（Shopping Cart）是一般的俗称，对于一些衣物服饰类站点，购物

车也被称为购物篮（Shopping Bag），只是为了对该行业更加形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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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功能规划 

在考虑该如何设计购物车时，首先让我们对购物车做功能的规划，笔者的总结如下： 

 

3. 购物车自身功能。 

1) 暂存夹（Save For Later）； 

2) 移到购物车（Move to Cart）：即是将暂存夹的商品移回购物车。 

3) 删除（Delete）。 

4) 修改数量。 

5) 编辑规格（Edit）：这个属于比较高级的功能，对于选购商品需要选择规格的站点 

才需要提供这个功能，而点击编辑时，有两种处理方式：1）跳转回产品详细。 

直接在购物车通过 Ajax 调出编辑页面。后者实现的技术难度比较大些。 

4. 购物车和商品的接口。 

1) 加入购物车（Add to Cart）：建议使用 Tag/Ajax 的形式提供多种加入购物车的接口。 

5. 购物车和结账的接口。 

1) 结账（Checkout/Process to Checkout）：和结账流程的接口相对简单，因为购物车一

般是保存在 Session 中，所以结账时从 Session 中读取即可。 

6. 购物车和商品计价功能。 

1) 动态计价：根据加入购物车的当前商品和购物车内的商品进行动态计价，涉及促销

规则、批发价、会员价等。 

2) 输入优惠券号码（Promotion Code/Coupon Code)：在购物车中输入优惠券号码 

并不会真正使用，但会在页面上显示使用优惠券后的折扣价格，这样客户在点击结

账（Checkout）之前便能够对价格一目了然。 

3) 选择运输方式（Shipping Method）：在购物车内就提供运输方式的选择目的依然是 

让客户在进入结账前了解需要支付的运费。一般订单的金额包括：商品的折后金额、 

运费和包装费，而包装往往是可选的，所以在购物车提供优惠券使用和运费选择就

相当让客户在未结账时就了解了整张订单的总金额，有利于做出购买决定。 

7. 购物车和促销推荐。 

1) 促销推荐（Also Like/Also Buy...）：即在购物车内根据当前购物车的商品动态的查询 

出和这些商品关联的促销推荐等，是提高销量和购物车转换率的有效手段。 

8. 购物车的展现视图。 

1) 购物车页面（Your Shopping Cart）：这个是购物车的主页面，包含购物车的所有功

能。 

2) 小购物车（Mini Cart）：只显示在购物车的商品数量和总价，一般设计在页面顶部，

供顾客随时查看。 

3) 加入购物车信息提示：在加入购物车后，会弹出一个信息提示，这个信息提示有几

种形式：1）重复小购物车的信息，并提供 View Cart 和 Checkout 按钮；2）弹出层，

包含当前加入购物车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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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参考站点 

www.neimanmarcus.com 

 

www.bentgear.com 

http://74.52.78.82/~ecommerc/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3/cart_funs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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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ap.com 

 

www.skymall.com 

http://www.sky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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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结账（Checkout） 

4.7.1. 概述 

 结账是顾客选购了若干产品后下达订单的一个流程。在结账流程中，顾客需要填写收货

人信息、送货地址、发票地址（可选）、备注；选择送货方式、支付方式、包装方式等。 

 下达订单后，如果选择了在线支付，则页面会跳转到支付网关让顾客支付，顾客支付后，

页面会跳转回网站，并显示支付返回信息（支付成功或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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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功能规划 

分析如何设计结账流程时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清楚： 

1. 对于网站销售的产品（实体或虚拟），那些信息是顾客必须提供的？ 

2. 那些信息是可选的？ 

3. 那些功能可以为回头客带来便利？ 

4. 结账流程有多少个步骤？ 

5. 一页结账还是多页结账？ 

 

在不清楚具体该怎么设计时，最好多观察同类站点是如何设计的，但是不必盲目复制，

设计结账流程需要兼顾顾客的使用习惯（约定俗成的结账方式或者信息要求），又要为顾客

提供安全、简易、快捷的结账体验，这需要系统分析人员和美工多做沟通。 

 

对于实体产品，一般而言： 

3. 必须的信息： 

 收货人信息（姓名、性别、电话、Email 等） 

 送货地址（Shipping Address） 

 选择送货方式。不同的送货方式会有不同的价格和送货时长。 

 选择支付方式。在线支付或者货到付款。 

4. 可选的信息 

 需要发票？ 

 发票地址 

 备注 

 使用积分、优惠券、礼券等。 

5. 便利功能 

 地址簿。允许顾客维护多个收货人信息和送货地址。 

 匿名结账。（不必登录即可结账）。 

 可通过旧订单进行重复下达。（Re-Order）。 

 优惠券、礼券列表，快速使用方式。 

6. 多少步骤 

无论是一页或者多页结账，那只是视图上的区别，即使在一个页面，步骤依然是存

在的。参考优秀的站点，做适当的合并或者剔除，可以的得到一个合适的答案。 

7. 一页结账还是多页结账。 

目前市面上比较流程一页结账，很多传统的多页结账站点也急急忙忙的调整设计来

实现一页结账，以图优化用户体验，提高转换率。 

但是一页式结账真的那么好吗？笔者看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国外研究文章，其用户

调查得出的结论和我们臆想得不太吻合。喜欢一页式结账的用户并不多。 

那是否一页式结账不好呢？又不能这样说的。 

关键是：大多数站点的一页式设计无论从设计、技术和信息组织方面都做得不够理

想，所以导致呈现给顾客的一页式结账并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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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式结账还有一段不短的路需要走。 

4.7.3. 参考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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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意愿清单（Wish List） 

4.8.1. 概述 

意愿清单（Wishlist）是一个只供登录会员使用的功能，它允许会员将喜欢的产品收藏

起来，供以后购买时方便的调出来。会员也可以将这些产品发送给其它会员，告诉他们自己

喜欢这个产品，希望能够收到该产品的礼物。 

4.8.2. 功能规划 

有些站点是将意愿清单和购物车的 Saved For Later 功能合并起来，如卓越网，这样这个

功能便大大削弱，只是作为顾客暂存商品的途径。业务挖掘很浅。 

作为一个对营销很有帮助的功能，笔者认为不应该轻易放弃它，而是应该用心去设计和

实现。 

专门的意愿清单功能分为两大类，基本功能和高级功能。 

 基本功能 

 设置清单权限。 

 排序。 

 搜索清单。 

 将清单发送给朋友。 

 删除清单。 

 高级功能 

 定义你的重要日子。一般有结婚、生日、纪念日、升迁、考试成功等，做得好

的网站，甚至定义好了各类日子对应的模板，如结婚则需要体现出喜庆的气氛。 

 允许指定产品意愿数量。 

 赠送者可以直接在意愿列表中选购产品，选购后，意愿数量会相应减少。 

4.8.3. 参考站点 

www.buy.com 

http://www.bu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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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rget.com 

 

4.9. 其它 

我的账号（My Account）主要在功能易用性上考虑，界面设计和用户体验等并没有特别

的要求。所以不做特别介绍。 

内容页参考 CMS 类站点设计即可。 

  

http://www.targ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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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台规划和设计 

5.1. 后台总体规划 

 
 

后台的功能划分根据业务类型，分为 7 大类，包括： 

 主页：包含主页仪表板，分别列出各个模块最新的内容，可以一览全局。 

 订单管理：针对订单进行管理，涉及订单管理流程，本文会介绍一个通用的流程，

但是各个企业会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调整使用。 

 产品管理：针对产品目录、产品的管理，为系统核心模块之一。 

 营销管理：管理各类促销规则，包括特价、指定目录或产品在特定日期的折扣、买

1 送 1 等等。 

 客户管理：对前台所有客户进行管理，包括查看客户信息、升降级等。 

 内容管理：对前台显示的各类内容，包括帮助信息、通告、新闻等进行管理。 

 系统管理：对系统参数、后台的用户、角色、权限、日志、运输、支付和税费等进

行管理。 

 报表：系统各类报表，包括订单报表、客户报表等，产品销售情况报表。 

 

注：由于客户管理可参考 CRM 系统进行设计、内容管理参考 CMS 系统，所以均不做详细阐

述，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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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页 

5.2.1. 概述 

主页比较有效的设计方式是设计为仪表板视图。显示各个模块最新的记录、最新的统计、

并提供快捷的链接入口。 

5.2.2. 功能规划 

 基本功能 

 列出最新订单。 

 订单统计。 

 最新的客户反馈或留言。 

 最新的产品评论。 

 库存信息和缺货警告。 

 客户统计。 

 快速链接。 

 高级功能 

 支持添加新的仪表，该仪表调用预设的过滤器。 

 允许创建新的过滤器，使用自定义的查询条件。 

 仪表板允许拖动、重排位置，并保存该位置。 

 允许删除仪表。 



《B2C 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设计完全手册》 35 / 49 

颜超敏：www.2ecommerce.cn（个人博客） 

5.2.3. 参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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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订单管理 

5.3.1. 概述 

订单管理流程涉及多个角色，包括客服人员、财务、仓储人员、送货人员（第三方物流）

等多个角色，如何协调这些角色的协助来完成一张订单的处理呢？设计清晰好用的管理流程

至为关键。 

设计订单管理流程一般是使用泳道图加流程图来完成，每个角色占据一个泳道，订单各

个状态在相应的泳道中流转，从开始直至完成。 

5.3.2. 功能规划 

5.3.2.1. 订单流程 

考虑到复杂性和实际运用时的差异性，下面我画的这张流程图并没有设置泳道，读者可

以将每个状态设置权限，然后动态分配给不同的角色，这样便可以比较灵活的处理了。由于

在实际编码中基本都是采用英文作为状态常量，所以图中各个动作和状态全部采用英文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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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状态的中英文对照，供参考： 

 待办：Pending 

 等待支付：Awaiting Payment 

 等待备货：Awaiting Pickup 

 等待发货：Awating Shipment 

 部分发货：Partially Shipped 

 全部发货：Shipped 

 订单完成：Completed 

 买家申请取消：Awaiting Cancel 

 取消订单：Cancelled 

 卖家谢绝订单：Declined 

 已退款：Refunded 

 类图设计参考 

 

5.3.2.2. 订单设计类图 

下面这个类图是笔者根据一般的订单模型设计的，其中 VO 对象为需要细化的地方，VO

中包括多个字段。 

 

 SalesOrder：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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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Item：订单子项 

 OrderPayment：订单支付历史。 

 OrderShipment：订单发货历史。 

o OrderAudit：订单操作审计。 

 

5.3.3. 参考设计 

 界面设计参考 

订单列表页面 

 

 订单详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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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产品管理 

5.4.1. 概述 

产品管理为电子商务网站核心模块，其设计考虑关键几点是：信息全面、扩展灵活、管

理容易等。 

 信息全面：即要对于产品的数据要全面，包括产品名称、编码、描述、meta 关键

字等等。 

 扩展灵活：则要求对于可变的属性，要单独维护，满足不同类型产品的规格参数的

编码，对于必须顾客选择才能够购买的特殊规格则需要特别处理。 

 管理容易：数据模型的设计直接影响着用户的使用，产品模块是后台更新频率最高

的模块之一，对于不断增加新产品的网站，更是每天都需要操作。 

5.4.2. 功能规划 

产品模块总体规划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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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模块涉及若干实体，包括： 

 产品目录（Category）：目录具有树状结构，需要在数据表中设计上下级结构，方

便编码处理。 

 产品（Product）：核心的产品模块，管理产品的基本信息。 

 产品图片（Product Image）：可独立设计一表维护，也可以考虑纳入 Product 表处

理，视同实际业务需求。 

 产品价格（Product Price）：如果不需要太多的灵活性，产品价格可以纳入 Product

表管理。 

 品牌（Brand）：管理产品所属品牌信息。 

 产品库存（Product Invertory）：视同实际业务需求，是否需要复杂的库存管理，如

果是永远有货的销售形式，则可以不做这么复杂的处理。 

 属性（Attribute）：供产品模块使用的规格参数管理。属性存在多种数据结构，需

要在设计上作处理。 

 产品类型（ProductType）：不同的产品类型具有不同的属性，如服装有尺寸、颜色，

但是对于书籍则不需要这些属性了。每个产品都只会属于一种产品类型。 

 产品 SKU（Product SKU）：SKU 即是库存控制单位。如同样一种服装，但是有不同

的尺寸、颜色等，顾客选购该服装时，需要选择颜色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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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参考设计 

列表式管理，顶部提供各种产品的查询方式。 

下面提供分页功能、批量修改、更改状态、删除等功能。 

由于产品信息很多，一个页面全部展示会导致页面太长，比如淘宝的产品编辑页面就太长了。

用 Tab 的形式分类管理是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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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营销管理 

5.5.1. 概述 

营销管理模块把传统线下经营中常见的如折上折、全店打折、基于购买数量的打折、针

对特定产品打折、自动计算最优惠价格、积分促销、免运费促销、优惠券赠送、捆绑销售等

等一系列促销手段，在系统中设计实现。 

5.5.2. 功能规划 

营销管理模块的关键在于促销规则的设计，传统经营中有多少促销规则，那些适合在网

上系统中实现，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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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传统经营的促销例子 

下面只列出笔者认为常见的并且比较有效地促销例子： 

 指定目录 

A 目录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 

A 目录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 

A 目录产品买 2 个 打 8 折。 

A 目录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A.1 目录除外。 

A 目录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A.1 目录除外。 

A 目录产品买 2 个 打 8 折，A.1 目录除外。 

A 目录买 1 送 1 B 赠品。 

 指定产品 

A 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 

A 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 

A 买 1 送 1 B 赠品。 

 指定多目录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 

A、B、C..目录产品买 2 个 打 8 折。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A.1、B.1、B.2 目录除外。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A.1 目录除外。 

A、B、C..目录产品买 2 个 打 8 折，A.1 目录除外。 

A、B、C..目录买 1 送 1 D 赠品。 

 指定目录和品牌 

M 品牌在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 

M 品牌在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 

M 品牌在 A、B、C..目录产品买 2 个 打 8 折。 

M 品牌在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A.1、B.1、B.2 目录除外。 

M 品牌在 A、B、C..目录产品满 100 元减 10 元，A.1 目录除外。 

M 品牌在 A、B、C..目录产品买 2 个 打 8 折，A.1 目录除外。 

M 品牌在 A、B、C..目录买 1 送 1 D 赠品。 

 指定购物车总金额 

购买满 100 元免运费。 

购买满 100 元送 10 元礼券。 

购买满 100 元减 10 元。 

购买满 100 元送 1 D 赠品。 

购买超过 100 元打 8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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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归纳的促销规则设计 

设计促销规则分为下面几个步骤： 

1. 指定促销类型 

a) 基于目录或产品的促销。 

b) 基于目录和品牌的组合促销。 

c) 基于购物车的促销。 

2. 基于目录或产品的促销。 

a) 设置促销活动适用范围：选择促销的目录或者产品，如果指定的是目录，则允

许指定不参加促销活动的子目录或者产品。 

b) 设置促销活动生效条件：买满多少个、买满多少金额、总数多少等。 

c) 设置促销活动优惠方式：折扣百分比、节省金额、赠送积分、赠送赠品（也是

一种商品）等。 

d) 设置促销活动获得资格：如指定会员资格、会员组、初次购物的客户。 

e) 设置促销活动有效时间。 

f) 设置促销活动状态、名称、描述等。 

3. 基于目录和品牌的组合促销。 

a) 在目录或产品促销的基础上增加品牌作为促销活动适用范围的界定。 

b) 其它的一致。 

4. 基于购物车的促销 

a) 设置促销活动的使用范围：购物车内商品金额大于多少。 

b) 设置促销活动的优惠方式：除上面的优惠方式外，会增加一项是否免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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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参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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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系统管理 

5.6.1. 概述 

系统参数、角色权限、后台管理员、系统日志、运输管理、支付管理、税费管理及其他

参数设置类型的功能均可以放在系统管理，这个模块下的数据不会经常维护，有的甚至只在

系统初始化时设置好就可以了。 

5.6.2. 功能规划 

系统参数：将整个系统各处代码需要设置为参数的变量抽取出来在系统参数中统一管

理，既灵活又方便。在设计和编码时加以留意，不要在代码中留下 Magic Code。 

管理员、角色和权限：这部分和其它系统并无多大区别，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方法

（RBAC）进行设计就可以了。这部分我就不多做阐述，网上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运输管理：包括对运输公司、运输费率的管理。 

支付管理：对系统支持的各类支付方式进行管理，对于在线支付方式还需要管理其设置

的参数，如商家编号、币种等。 

税费管理：设置税费类型和费率，在国内的网站很少处理。 

 

5.7. 报表 

5.7.1. 概述 

报表在技术难度并不大，推荐使用 JasperReport 和 iReport 来制作报表，使用可视化工

具 iReport 来生成 JasperReport 所使用的报表格式文件很方便。 

iReport：http://ireport.sourceforge.net 

5.7.2. 功能规划 

通过各种统计报表，我们可以直观的分析和管理数据，常见的报表包括：数据透视关系

图分析数据、轻松跟踪趋势、标识问题和标记异常。 

了解复杂数据、使用数据图形显示数据、动态创建不同的数据视图，可以更好地了解复

杂信息。 

下面是电子商务网站常用的一些报表： 

 网站的统计报表 



《B2C 电子商务系统规划与设计完全手册》 48 / 49 

颜超敏：www.2ecommerce.cn（个人博客） 

 会员统计 

 产品销售分析统计 

 商品访问次数报表 

 销售指标分析 

 销售额报表 

 会员订单报表 

 会员消费额报表 

 会员注册情况分析 

 来访页面分析 

 来访会员报表 

 网站流量分析 

    网站流量分析系统可以分析网站流量，对整个站点乃至任意页面的访问流量进行数据分

析，并对网站分析出完整的统计报告，随时可以了解网站乃至任意页面的流量动向和受欢迎

程度，并以此做出相关调整策略。 

    不过这个功能目前多使用第三方的流量统计工具完成，如 Google 分析师、雅虎量子统

计、51la 等。 

 订单统计报表 

    订单统计报表对订单进行汇总统计和查询，并以图表形式显示。 

    按订单状态、支付状态进行的统计查询，根据订单的完成进度状态，列出指定条件的订

单统计，方便管理层了解当前在制的订单的执行总体情况。 

    按客户、商品、区域的统计查询，可直观地分析各种商品、客户、区域的订单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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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和其它系统不太一样，它更注重用户体验。所以我们在设计功能、

界面和操作流程时需要多做分析，站在用户的角度，深入的挖掘用户需求，力求设计出功能

强大但简单易用的功能。 

 

只有把用户体验时刻放在心里，才能设计出最优秀的电子商务系统。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祝各位好运，谢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