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 Found 
 

如何让客户找到你 
 
 



	  
	  

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
在一点，什么都不顾，只知道凭着直觉
在路上不停地跑。。。 

Run	  …	  Forrest	  …	  run 

Mama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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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  SEO及网络营销经验 



如何让客户找到你 

•  客户是如何找产品/供应商的? 
	  

•  什么是SEO 
	  

•  为什么要做SEO 
	  

•  如何做好SEO 



5 

 
客户是如何找产品/供应商的?	   

 
搜索引擎 google,	  yahoo	  ,	  …	  	  	  	  	  	  	  	  	  	  	  	  	  	  	  	  	  	  	  	  	  	  	  	  	  	  	  	  	  	  	  	  59% 

	  



B2B及B2C网站,	  Alibaba,	  Ecplaza,	  Amazon	  …	  	  	  	  24%	  

一般公司或工厂用B2B（alibaba），个人才用B2C	  (Amazon) 



供应商的推销邮件-‐开发信                                 
10%	  

收到邮件的客户可能并不需要你的产品 



社交媒体 如	  Facebook,	  百科网站如Wikipedia；博客，行业论坛等     
7%	  	  	  	  	  	  	  	  	  	  	  	  	  	  	  	  	  	  	  	  	  	  	  	  	  	  	  	  	  	  	  	  	  	  	  	  	  	  	  	  	  	  	  	  	  	  	  	  	  

用这些方法去推广，易产生信任感，有助于打造公司品牌和知名度 



客户是如何找产品/供应商的? 

•  搜索引擎 google,	  yahoo	  ,	  …	  	  	  	  	  	  	  	  	  	  	  	  	  	  	  	  	  	  	  	  	  	  	  	  	  	  	  	  	  	  	  	  	  
59% 

•  B2B及B2C网站,	  Alibaba,	  ecplaza,	  Amazon	  …	  	  	  	  24% 
•  供应商的推销邮件-‐开发信                                 
10% 

•  社交媒体 如	  Facebook,	  百科网站如Wikipedia；
博客，行业论坛等                                                 
7% 



什么是SEO 
如何找到暗恋的小学同学？	  
 



什么是SEO 
Search	  Engine	  OpTmizaTon.	  	  搜索引擎优化	  
 

了解搜索引擎排名的规则，对网站，关键词及内容等进行内部和外部优化，	  
从自然搜索结果获得网站流量 

 

	  
 
 
 
 



什么是SEO 
SEO和PPC的区别（pay	  per	  click付费点击） 

 
 
	  

 
 
 
 

PPC 



什么是SEO 

•  如何找到你暗恋的小学同学？ 
	  

•  Search	  Engine	  OpTmizaTon.	  	  搜索引擎优化 
	  

•  SEO和PPC的区别（pay	  per	  click付费点击）	  



为什么要做SEO 

•  哪里有搜索，哪里就需要SEO	   
 
 
	  

•  访客质量高，带有意图  
PPC和开发信的对象未必需要 
	  

•  性价比高  
SEO不免费，但确实成本低 
	  

•  长期有效，越久越好 
B2B,	  PPC等停止付费即无排名 
	  

•  提升成交率  
SEO对网站的要求，同时也是访客易用的要求	  

用户怎样浏览和点击搜索结果？用户视线金三角、搜索结果点击分布;	   
努力排名前十或前五，不如努力排名第一(41%)，排名二到五页基本没效果（共10%） 

 



如何做好SEO 
•  选择关键词 Keyword（关键词工具,	  搜的多，竞争小，相关联，有意愿，长尾

词long	  tail	  words）	  
•  用找到的关键词在谷歌上搜索 （仔细比较排名前后的网站有何不同）	  

•  域名 domain 
•  标题 Title 
•  描述 DescripTon 
•  链接 URL 
•  详细介绍 Content	  	  (原创，关键词在最前面，简练，通顺，适当包含相关长尾) 
•  图片 Picture 
•  视频 Video 
•  外链 External	  links 
•  内链 Internal	  links 
 

•  试试你的网站 Test	  Your	  Website	  www.texTleinstruments.net	  ,	  TESTEX 
（假如你是你的客户，你会怎么找供应商或产品？有哪些需改进？ 
Put	  you	  in	  your	  customer’s	  shoes，see	  what	  can	  be	  improved） 
 
	  



TESTEX	  公司网站 



如何让客户找到你 

•  客户如何找产品/供应商的?	  	  	  	  	  》搜索引擎google	  61%,	  B2B	  24 
	  

•  什么是SEO	  	  	  	  	  	  	  	  	  	  	  	  	  	  》Search	  Engine	  OpTmizaTon	  搜索引擎优化 
	  

•  为什么要做SEO	  	  	  	  	  》	  投入小，效果好 
	  

•  如何做好SEO	  	  	  	  	  	  	  	  	  	  》比较 google	  排名前后的网站的不同，竞  
                                       争对手的网站，
或   
	  	  	  	  	  	  	  	  	  	  	  	  	  	  	  	  	  	  	  	  	  	  	  	  	  	  	  	  	  	  	  	  	  	  	  	  	  	  	  www.TexTleInstruments.net 

REVIEW 



The	  Next	  Lesson	  下一课 

Be	  Trusted 
如何让客户信任你 

	  
	  	  Website	  design 

	  western	  style,	  internaTonal	   
（about,	  meet	  the	  team,	  blogs,	  customer	  tesTmonials,	  history,	  visitor	  friendly,	  	  what	  we	  

can	  help,	  not	  what	  we	  have） 
	  

	  	  VI,	  Logo,	  Slogan,	  Domain,	   
related	  to	  the	  products 

domain,	  keyword,	  logo	  are	  the	  same 
	  

	  	  WriTngs 
naTve	  language 

	  
	  	  Pictures,	  videos 

 
	  	  B2B,	  PPC 

 



ANY	  QUESTION? 
您问， 我答！	  

 



Thanks	  
 

	  	  	  	  	  	  	  	  	  	  	  	  	  	  	  	  QQ交流群 	  

390129317 

扫一扫 
关注汉可跨境电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