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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爱上你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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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邮件营销的方式

三、邮件营销的技巧



邮件营销的心态

目的性太强 急功近利

耐不住寂寞 得意忘形

邮件营销的心态：邮件营销，是营销一种感觉，感觉是由心而发
（客户对你是不是感兴趣？愿意不愿意跟你沟通？或给不给你二
次以上沟通的机会？愿意不愿意选择你？、、、、、、以下几种
情况，你有木有？



邮件营销的心态

目的性太强：封不离利，不是聊产品，就是谈订单，或付款等；

急功近利：客户刚给你点甜头，你就急得像猴子一样，把客户逼

上梁山，你不得好汉；

耐不住寂寞：空虚寂寞难耐，何以守住东莞这一亩三分地？（现

在房价均1.5W以上）；

得意忘形：有个客户回复意向好，你就得瑟把狐狸尾巴给露出来

了，远离照妖镜。



邮件营销的心态

0~有 有~多 多~精
精~稳



那如何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呢？

积极：要用十分的热情去做一件事情，从努力去喜欢它，才会拥有积极的

态度，效果出乎想象；

沉稳：遇事不要急不要躁，先思考后行动，但一定要稳重地动，你动，客

户就会不会对你无动于衷，要学会淡定从容；

坚持：马云曾经说过“成功的路上的人并不多，只是坚持的太少”；这个

坚持不是盲目的坚持，而是有目标，有理想地坚持；“摔跤吧，爸爸”里，

爸爸的坚持就是有理想的坚持，过程很苦逼，但成功很美好。



邮件营销的方式

外贸，客户开发的方式也多种，无非就是线上开发跟线下开发两
种渠道。
但跟客户沟通？无非也就三个方面：

1、展会face to face+邮件跟进---观+感；

2、邮件开发+邮件跟进---（纯邮件营销）纯感；

3、电话+邮件跟进---听+感；



邮件营销的技巧

1、开发信

2、跟进信

3、回访信



开发信---主题

你现在是不是发送出去的10封信。 10封被退回、被客户归类垃圾，广告邮
件。 总之你就是没有收到回信而心灰意冷。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 
同一个邮件，同一个信箱只是改了标题 」 就可以带来高回信的机率你信不
信？ 

1.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2. 万花丛中过，雨露湿一身



开发信---主题

“we are the manufacturer of lights”
“need cooperation”
“Guangdong *** trading company ltd”
“price list for lights-Guangdong *** trading company ltd”



开发信---主题

1）主题：高点击的主题如何设置？
主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新奇型：这种类型的主题主要以新奇为主，强调买手通常关心的特点性新品。比如说
电脑类别的，可以以。。。最新专利。。这种是特定的。

2.回复型：如在你的标题前加上RE.RE等多次回复的标题，然后以买手通常的询价，
如。。。inquiry... 

3.诱导型：如 more than 20%OFF discount 。。。。以可以获得高额利益为诱导。 
4.订单型：如 REGARDING .... ORDER
5.广告型：一句超级棒的广告语，可以是朗朗上口的广告语。 

6.问侯型：通常以买手家人或者老板等的口吻，对于节日等的问候，或者嘘寒问暖。

7.答非所问型：如你想要。。。。 结果内容直接就是你的开发信内容 

8.话题型：以时下最流行的话题为标题。

9.伪装客户型：REGARDING MY ORDER.... 

10.小语种型：根据不同国家用不同当地小语种，会更亲切。



开发信---主题

先来看下几个大众主题：

1.产品名+产品特色 
Supplying High Quality and low price Chemical Raw Materials 

2.公司自我介绍 
High Quality Testing Machines Supplier 

3.公司名+公司产品 
BBC company /manufacturer of testing machines

4.产品特色+原产地 
High Quality Chemical Raw Materials from China。



开发信---主题

推荐几个主题：

1.如果你给知名的大买家供过货，那就这样写： 
Chemical Raw Materials /***'s supplier/Manufacturer!!! 
（突出实力经验） 

2. 写出对方的名字或者公司名+产品名+自己公司名 
ABC company/ Chemical Raw Materials/ BBC company 
（一般有对方的公司名会更正式，阅读率应该算是最高的，但是发信
速度也是最慢的，而且最后留下自己的公司名加强对方记忆）
 
3. 写出对方的名字或者公司名+产品名+一些抢眼的字眼 
ABC company/ Chemical Raw Materials/ High Quality and low price 
(抢眼的字眼不仅仅包括质量价格，太多人用了，可以对应你自己产品
的卖点和你公司的优势，如证书，出口权，灵活的付款方式，交期准
时，服务好等等。) 



开发信---主题

4.、如果是广交会的开发信主题 
对方公司名字+询价的产品名称规格等等+公司名 
ABC company/ Chemical Silicone Raw Material DMC/ BBC company
 
5、加上Re有一种回复的感觉 
产品名+写出对方的名字或者公司名 
RE：Chemicals contact/ ABC company 

6、对方公司网站标语 
想给巴黎欧莱雅供材料：邮件标题是“你值得拥有 
（这样对方肯定会打开，开拓一下不仅仅是标语，公司明显的，核心
价值(core value)，总裁致辞等等，也会吸引对方，也让你的邮件独一
无二。） 



开发信---主题

对于自己的产品特色和公司优势可以从以下几点下手：

1.强调新颖、设计、多种选择： 
Up to 5 new smart phone accessories released monthly 
300-plus watches and clocks await you 
Diversify your metal premium and souvenir offerings. We create up 
to 60 new designs monthly 
Promotional sports caps with special flaps to secure iPads 

2、强调品质、给予安全感： 
Promotional goods made using the latest production technology 
Our items boast qualification rates of over 99% 
Source our CE-, RoHS-, and FCC-marked items 
Our toys meet CE, ASTM and CPSIA standards 
Source our canned plants, completed with SGS-certified fertilizer 
14-day warranties 
SGS-tested privacy film for mobile devices 



开发信---主题

3、强调服务、速度： 
Comprehensive multilingual services await you 
Orders completed in as quick as one week 
Your full-service provider for POP cardboard displays 
Our US headquarters makes us experts in that market 
Samples ready in 6 days 
Your inquiries will be replied to within the hour. And samples can be 
finished in just 1 day.
Free logo printing and large in-stock volumes 
Provide your design or logo, and we’ll do the rest 

4、客户与业绩证明： 
Coca-Cola, Nestle, Disney and Pepsi are among our distinguished clients 
Shopping bags that sell well in over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r products were used at the 2012 Summer Olympic Games 
Industry giant trust us from start to finish 



开发信---主题

RE:motor contact/Vlokswager Group supplier / BBC company 

Vlokswager Group supplier / BBC company 

motor contact/BYD Auto supplier / BBC company 

Re:AW: motor contact 

Re: ABC inc/Home Depot vendor-solar light/DEF Co., Ltd.



开发信---主题



开发信---内容

2）开发信模板设置：停留时长且愿意回复的开发信

模板如何设置？

一封吸引客户的开发信必定是：

1、简洁扼要；

2、语法正确；

3、表达清晰；

4、少用主动语态；

5、避免重复词语；

6、正式商业化的口吻；

7、行文流畅凝练；

8、能抓住重点。



开发信---内容

可以：

1.简单问候一下买手，越简单明了越好，这里建议只用一句话表述。

2.一句话叙述你是干什么的。或者直接省略掉，到第三部分。

3.直接向买手展示你公司最优性价比的产品优点，以及折扣。

4.附加PPT文件或者PDF做的产品图册或者EXCEL格式，里面有你的联系方式

，并着重标示，方便买手查看/存档。

5.展示与你公司成交过的案列，当然，客户的联系方式等信息要删除掉或者涂

抹掉。

6.在内容中插入一两张特点鲜明的产品照片/证书。

7.在结尾还可插入你的个人照片。

8.以上各信息务必以层次分明，一目了然的状态展示，如列点展示等等，力求

节省观看者的时间等等。



开发信---内容

A、容易被的邮件服务器判断为垃圾邮件，其特点为邮件服务器会在你的

开发信标题前默认加上 [ SPAM ] 标识，客户收取邮件时自动转到垃圾箱。

B、让人生厌，基本上每个人的心理都排斥陌生的，生硬的推销。

同时也要知道，开发信的内容篇幅不宜太长，也不宜过短。必须言简意赅

，能一句话说明白的就不要啰嗦用两句话，必须重点突出，让人看过后留

有印象是基本的。

开发信的原则：不要把推销意图表现得那么明显，因为推销意图太明显的

开发信，会两个明显的缺点：



开发信---内容

我们先看几个反面教材，也许你也正在套用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模版，
赶紧刹车，别犹豫，如下：

Hi, purchasing manager.
 
Good day!
 
We are XXXX supplier,and we have 
researched & designed some new produc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I 'll send you our 
catalogue.
 
Thanks for your valuable time.
 
Regards.

Yours,

Dear Henry,
 
Glad to hear that you're on the market for 
xxxx products We specialize in this field for 
xxx years, with the strength of 主要产品1，
主要产品2 and 主要产品3， with good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s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FREE samples will be sent for your 
evaluation.
 
Kind regards,



开发信---内容

Dear Larry, 
 
We know your company from alibaba.com. Your company seems sell safety vests, 
right ? I want to know do you need XXX products? 
 
We are Chines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safety products, we can 
provide various types of safety vests with cheap prices.Hop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you. 
 
Enclosed is thecatalog, please check it. If our products meet your need, please feel 
free tocontact me or call me. I will send you more details. FREE Samples can 
beprovided. 
 
Thank you very much. 
 
Best regards, 

以上等网上，论坛上流传的一些所谓“经典模版开发信”，毫无亮点，且细心的同学也会发现多个出现
了SPAM高频词，这样的开发信在如今的外贸环境下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开发信需要一些有力度，有吸引
力的亮点。



开发信---内容
现在分享一个我自己常用的开发信模版，回复率算是比较可观的。如下：

Dear Henry,
 
Glad to learn you're on the market of XXX products. 
（先淡淡地提到得知客户卖某类产品。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让客户搞不清到底是展会上你认识了他还是听
同行介绍，回忆不起来你的身份。 这里很多新手喜欢写一些什么Learn you from Internet/ Alibaba / Google 
之类的，其实我建议最好不提，因为有些客户对一些未接触过的人的邮件就是提不起兴趣看，有时候甚至删
推销性邮件都成了一种惯性动作。）
 
260 workers, 25000 ㎡ non-dust workshop, 12 years experience, 3 years' vendor of Wal-mart, ISO, CE & 
FDA certificated, one hour reach Wuhan port, this is how we keep good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s for 
global valued customers.
( 简洁再简洁地体现公司实力，用数字说话，合作的知名客户侧面印证，获得的认证一个单词certificated高度
概括。靠近XX港口，据此内行的客户分析靠近产业集中地，很可能是工厂，突出质量和价格。)
 
Our main products cover XXX,XXX,XXX,XXXX,XXXXX..
( 简单介绍主要产品，不要写的过细，切中客户行业即好。)
 
If any product meed your demand,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Catalog & Free samples can be offered if 
price content.
( 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如果价格满意，提供样品和目录。)
 
We're sure your any inquiry or requirement will get prompt attention.   
( 一句话结束 )



开发信---内容

1. 如果工厂没有这些数据呢？直接省略掉中间的数字说明吗？
 
没有这些数据的话，也要尽量想出一些其他有说明力的数值，比如年销售额
，月产量，每个月出口客户地区的柜子数量，当地市场有多少客户（或者客
户当地市场占你司销售额的比重），等等.. 选出你的某个优势集中这一点放
大。
例如发给意大利客户：
 
We specialize in this field for 12 years, with the strength of non woven 
thongs, which are superior quality with competitive price.
Italy market covers our 40% sales amount with 11 customers there 
swallowing approx. 4X40'HQ monthly, customers from SPA, beauty salon 
and supermakets.
 
这些从侧面说明你对客户市场了解，可信度高，供货面广。



开发信---内容

2.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不过我几乎找不到自己公司的突出点怎么办？

 

有时候需要适当善意的忽悠， 如果实力真的不济，也不必担心。打个比方：

 

工人260人（ 实际你工人只有70人左右，但是工厂三班倒，算算也差不多的......）

占地2500平米 （ 约40亩，实际只有15亩，但是正在筹划扩建分厂啥的......）

12年经验 ( 实际只有3年，你老板做了这个行业很多年了啊......)

家乐福供应商 （ 嗯，通过一个中间商在供应家乐福......）

市场上有N个客户 ( 只要你客户不是终端客户，当然很多间接客户...... )



开发信---内容

3. 发了很多开发信都没有回复怎么办？怎么发才能得到回复呢？
 
开发信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客户开发方式，但是一定要系统化，规模化，而不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来了就搜几个客户，发几封开发信，那样不会有什么
好的效果。

4.  开发信中能不能附带产品图片？加阅读回执是否合适？
 
不建议开发信带图片，如果一定要带图片，千万注意请放在正文中，而且大小
控制在100K以内，不要放在附件里。
 
阅读回执这个东西，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准确，有时候客户点了开发信，也会选
择不发送阅读回执。对于普遍撒网的开发信，建议不加阅读回执，对于针对性
的开发信，加不加阅读回执都可以，但是强烈建议给邮件加上高优先级。



开发信---内容
如何让开发信系统化的跟进？记录才是最好的记性，有据可寻！



开发信---内容

Hi Sir/Madam,
 
Glad to hear that you're on the market for furniture,we specialize in this 
field for 14 years,with the strength of ERU&USA ANTIQUE 
FURNITURE,with good quality and pretty competitive price.
 
Also we have our own professional designers to meet any of your 
requriement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call me,let's talk details.
 
Best regards!
 
Leon

现在分享几个开发信模版供大家参考。如下：



开发信---内容

Hi
 
This is nanette from xxx co.,ltd.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相对
贸易商，客户更倾向于生产厂商合作] and designer in lamp area in 
Shenzhen, China. All our lamps have been ISO 9001,CE,RoHS,EMC 
certified [相关证书信息]and get a high reputation and hot market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and other countries.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table lamps,celling lamps,Indoor and outdoor 
lighting and Landscape Lighting etc.
 
Pls feel free to contact with me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 

B.wishes



开发信---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模版，我都不建议直接套用，因为不同

的产品，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客户市场，不同的客户类型，等等不同，都

是你需要考虑周全的因素。

我们要学习的是写作思路，然后在进行自己的加工和润色，最后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

再好的开发信最终也需要发给更多，更精准的客户才会有回复率。



跟进信

1）跟进信是频繁发送好还是间隔多长时间比较好？

开发信写好后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查找买手国家的上班时间对应我们的上班时间，一般建议在

买手上班前1-4个小时发送邮件。

第二个动作：在买手上班一个小时后打电话给他，看他是否已经查看了你

的邮件，定期追踪。如果买手需要你报价，那恭喜你，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了。如果买手说还没有看，那你要告诉他等。。。分钟后再打过来，讨论

一下产品的细节，如果买手说后面联系你，那么进行下一步邮件电话追踪

的步骤，一般联系的时间点为1天后-3天后-7天后-14天后-1个月（或逢节

假日前一天或节假日），这样的频率。



跟进信

2）跟进信是用一个邮箱发还是要多个邮箱发好？ 

1、尽量用企业邮箱；

2、多个邮箱换着发。



跟进信

3）跟进过程中，如何技巧性地跟客户沟通，从而引导客户下单？

A、知己知彼；

B、一心一用；

C、见机行事；



跟进信

有人可能会苦恼，发的开发信终于有客户回复了，但是客户经常都是会抛一
个询价单，我辛苦的报了价格后，对方说正在看价格，然后就不理会我了。
我意识到要开始筛选询价单，但是有时又怕自己判断力不够，错失好的机会
，可以给我一点小提示吗？

不要客户要报价你就直接报过去，报价之前首先要调查、研究客户。另外一
定要问几个你关心的问题来考察客户的需求、真实性、诚意以及获得更多的
信息。



跟进信~知己知彼

卖空调

你卖空调，有客户问：什么价格？你回答：4960元。然后客户拍拍屁股
继续往下一家逛了。你追过去问：你觉得价格怎么样？想不想买？给个
回复。客户不理会你，继续逛他的。你看，这和你的情况多么相似？

其实很多时候，新手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沟通过程中不善于提问而
造成的沟通的断裂。



跟进信

客户问：什么价格？

你问：您要几台？房间面积多大？是用在自己住
的房子还是用租房子用的？

客户回答：我买2台。都是放在自己住的房间里用
，房间面积大概13个平米左右吧。

你再引导：好的，像您这样的需求，可以考虑两种方
案：



跟进信

1. 自用的话可以考虑买个质量好点的，省电节能环保。目前我们市场上

卖得非常好的是2匹的这种款式的变频空调，能效比为1级，两台的话

我可以申请一下好一点的促销价。

2. 或者您也可以看看我们性价比最高的这一款，其实这款也非常不错，

是我们五一时候促销的主打机型。等等...

不急着报价，先了解基本需求，然后再去综合考虑去报价。如果客户没
有回复，就打电话或者继续邮件跟踪。



跟进信~一心一用
跟进信发出去以后没反应，是不是跟进信有问题？

开发信发出去有回复说明有效果，接下来要多注重细节：（站在客户的角度
考试问题，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想问供应商几款产
品价格，给你报价的三家供应商，一家非常用心且非常详细；一家一般般，
一家简单回复，试问你会更向于哪家？

如果客户问价格：那你要尽可能一封邮件包含充分的关于客人询价产品的信息，
比如：品名、货号、尺寸、重量、颜色、LOGO、包装、装箱量、交货期、装运
港、付款方式、图片、MOQ、运费等等；

如果客户问到通过什么认证：那你尽可能把公司有关他们国家客户要求过的认证
证书发给他参考；



跟进信~见机行事

开发信发了，有回复的，而且一开始就说要帮他的客户定多少数量，

但发了产品的具体信息过去，后来又问了些其他产品信息，发了之后

就没有回复了，那我应该怎么发呢？

有回复就非常好，接下来继续跟进下去，很多时间不能光靠邮件，有

时邮件没回，可能跟一封Resend，然后打个电话过去跟进一下，效果

会好很多。

持续不回，可以换不同主题或不同邮箱跟进（有可能这个主题或邮箱

被拉黑，换个试试）



跟进信~见机行事

有个客户，跟他聊了好久，他想要样品，但是一直觉得运费太贵了？

1、可以问下客户，他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出货，你可以把样品放在他的货柜里

一起出；

2、如果客户紧急，那问问客户，能不能用快递让他到付？

3、如果客户还是觉得运费贵，我们跟客户谈，等下下大货时把样品运费减去

；

4、或者我们评估下这个客户，如果这个客户给我们的感觉是有大意向下单的

，那我们可以考虑承担运费，快递给他，当然，前提我们是找DHL的代理，拿

到最低价，千万别直接找DHL或FEDEX，企业折扣也就是5-8折左右，不会更

低了，找代理甚至可以有4折或更低的。



跟进信~见机行事

假设你是一个进口商，今天偶尔在超市看到一款宠物床觉得不错，于

时连拍了几张图片，发给中国供应商询价，你会怎么回？

1、通常大家都会问客户，这款宠物床尺寸多少？什么材质？重量多少？承重
力怎么样？恐怕需要好几款模具，而且有些配件我们或许没法生产……

这种是一个普通供应商跟普通业务员水平；

2、那有些很厉害的老业务员接到这些图片，他们通常做法是，发邮件告诉客户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类似的产品，但是根据外观上看，很难判断这个宠物床的材

质、重量之类的，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目前得出两套方案如下：

A、可以采用ABS材料做，我们建议把尺寸做成75*50*25cm，可以开两套子注

塑模具，另外配件方面可以考虑******；

B、可以换一种PP材料，工艺上不用注塑，改成吹塑，重量会轻许多，成本也能

降下来，但我们可以增加壁厚以保持承重力，然后******；



跟进信~见机行事

遇到一些询盘，有些回了没消息了，也有一两个有回的，一个是让我

报价且给了订量过来，还让报上运费，我附上了PI，就无音讯了，咋

办？

客户没回，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电话跟进，在电话里客户一般会告诉你原因的

Dear Mike,
 
Sorr  to trouble you again!
 
Regarding the PI dated on***,Could you pls sign and confirm by return 
asap?Because we need plenty of time for arranging mass production!
 
It’s a long time since i have got your reply last time,How is everything going on?
If anything changed,pls keep me posted!
Thanks and best regards.
 
***



跟进信~见机行事

业务最难搞的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找到客户，二是怎么签订单。

我们买房是不是要装修？那我们怎么让客人在价格高 于预期的情况下选择你？

跟客户什么都谈得差不多了，就是价格上客户还要再低，但是再低老板不做
，那请问这个客户还要不要做？要不要放弃？

---迂回战术，根据客人的目标价量身定做。

打个比方，我卖一个蓝牙灯，客 人很喜欢，外型材料亮度都觉得不错，但

是5.5美元的价格他觉得太贵了，他希望4.5美元左 右，他能接受。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1、告诉客人，这个价格相当困难，外壳塑料要用 PP 代替 ABS， 还要掺

50%以上的 recycled material(回料)，另外 LED 用差一点的，亮度从

12000MCD 改 成5000MCD，另外节省一切材料，把东西做轻做薄，彩盒包

装改成白盒，而且是一层纸的 最软的那种。外箱同样用比较烂的。就可以达

到目标价了。 （这个时候就是谈判的关键，你把上述条件全部列出来，然后

告诉客人，这就是基于您的目标 价，我们能给出的方案。）

2、第一种方案价格跟你的目标价尽管达到了，但是品质肯定离您的要求比

较远，那么 我再给出一个方案，就是把价格控制在5.5和4.5之间，比如4美

元或者3.98美元。（让客人比较容易接受。）

跟进信~见机行事



如果客户说有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那我该做如何跟进呢？

刷存在感！

需要时不时保持互动，比如说你们出了新产品，就主动给客人报价，同

时愿意给他免费样 品。 如果你们去了展会，就主动告知客人摊位号。

如果你们做了网站或 B2B 国际站，也告诉客人具体的网址，让他浏览。 

如果你们有电子样本，那就尽量发给他看看。 总之要不断和客人互动。

。。 。。。不要局限在一两款产品上，产品只是一个突破口，真正是 要

和客人在某些地方达成共识，才有机会合作。 

跟进信~见机行事



回访信

1、公事化的：
公司照片或视频；

新产品上市;
产品促销;
公司资质;
公司介绍PPT、产品介绍PPT;
行业资讯;
展会分享;
技术软文;
公司项目案例;
公司视频或产品视频（建议上传到Youtube，然后分享链接给客户）

;
感谢信;
售后服务跟进.



回访信

2、私事化的：
A、节日祝福：耐心。周末、端午、中秋、春节等，可根据客人喜好与类型自制卡
片

发给客人（不要忘记连其家人一起祝福）；

B、喜事分享：留心。成交过的喜事，到哪旅游并分享特色与照片，等等分享给客
户，

另外要学会引流（如做微商的人，发的一些图片或案例来慢慢培育你的兴趣）；

C 、幽默段子；
D、爱好共鸣：细心。《易经》里讲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以类聚，如果能产
生共

鸣，那关系就进了一大步。可以在客户信息跟进表里添加此项；

E、生日关怀：用心。客人的生日，如果细心点，可以打听下其小孩生日，可以把
客人

的生日备注在日历上等等。



邮件营销注意事项

1、标题：不要全部用大写，容易被当垃圾邮件被挡或被黑；

2、内容不要超过三种颜色，红色跟感叹号慎用；

      字体要适中，内容要精简意到，版面要干净清爽；

      图片及文档要注意大小，超链接慎用；

3、签名勿忽视，也是得分的重要部分，可插入张个人美美的照片，

      字体颜色要适中。





Jessica Xiong

QQ:443573023

Mob:13422863552

Wechat:13422863552

Thanks For Your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