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把手教你写外贸开发信
外贸打工人直接抄作业
营销策略 邮件标题 邮件模板 营销技巧 邮件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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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策略

一、2022电子营销邮件四大趋势

互动性和动态内容
互动式内容增加73%的点击率，消费者
更自觉地和品牌互动，拉近客户关系

社媒+邮件双管齐下
社媒扩散能力强大，邮件营销专注互动
关系，双管齐下，让营销效果翻倍

嵌入精心制作的视频
嵌入精心制作的产品视频，提高邮件的
点击率

数据分析和定制化
数据维度越多，分析越详细，营销定制
化内容就越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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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名单开发成本低，且名单信息精准，
制定营销策略，批量精准营销

二、会让邮件被判为【垃圾邮件】的6颗地雷 三、关于邮件营销，你不可不知的三大优点

邮件内容违反相关条文规定

突然高频次的发送开发信 投入成本低

使用CRM系统，可实
时获取邮件营销数
据报告，以便及时调
整营销策略

营销数据可视化
通过自动化营销策
略，用户分级和标签
属性，制定个性化营
销内容

个性化定制

主题、寄件人信息有误导性

上传太多太大附件，过量链接

同一IP地址发送大量邮件信息

Outlook中将邮件标记为“高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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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大类型营销邮件定位你的营销目标

客户参与度最高的邮件，给客户
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欢迎邮件

邮件目的是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吸引客户而不仅是推销产品

内容营销邮件

推送定制化内容，引导潜在客
户朝着销售漏斗的顶端前进

培育式邮件

通常在合作期间发送，内容为订单确认、
收据和订单发货邮件等

交易型邮件

定期发送促销优惠或新产品服务
邮件，提高老客户复购率

促销/优惠邮件

唤醒老客户，客户在采购周期未发
生复购动作会触发回购唤醒

留存型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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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信
标题篇

一、开发信标题这么写，让你的回复率提升10倍！

说到写开发信，第一难关就是怎么去写邮件标题。

如果你是一个To C的产品，标题可以具备吸引力，因为收到邮件的人是使用你产品的人，最终是否

购买的决策人，标题的相关利益决定了他是不是会点击这份邮件并进入下一步。

但是不要忘记了，若我们是B2B企业，如果再用这样的营销性质的标题就不是很合适。

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去学习那些营销性的标题呢？举个例子，大家以前被各种猎奇、优惠、限时等字

眼所吸引，之前还是有点新意的。但是现在呢，你还会好奇吗？

我相信大家自有判断了。

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我们是To B的业务，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是专业度很强的职

业采购人员。你利用针对To C的用户特性的标题来面向To B的群体做营销，反而会让你的邮件感

觉像个广告。做B2B生意，沟通更应该是商务正式且简短而有效的。我认为标题是要友好、中性一

点的，不要营销意味太浓了！

为了提高客户点开邮件的几率，外贸小伙伴可谓绞尽脑汁。甚至有的人会在邮件标题的开头加上

RE或FW这样的标识，让客户错以为这是一封回复自己的邮件，借此让客户浏览邮件内容。这样做

或许客户在第一次会打开邮件，但长此以往客户绝对不会再上当，且大概率不会回复邮件，效果

绝对是负面的，慎用。

1、不要伪装熟人，在邮件标题中使用RE或者是FW这样的邮件标识

为了引起客户的注意，有的人会使用Best Price等这样的字眼，也有使用三个感叹号的，这样自卖

自夸、泛化不具体的字眼并不能取得客户的信任，建议少用。像100%Free、Only for You、Ever 

Best Discount这种引诱词汇，若不能兑现千万不要随意许下承诺。

2、自卖自夸，泛化不具体∶ Best Price、Top Quality、Super Technoloty

#壹 去掉标题中不好的词



#贰 去掉标题中不好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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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气生硬，忽略情感∶ Please come to see us
许多销售都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与客户沟通时如果使用命令式的语气，客户看到是会不开心

的，更别说更深一步合作了， 类似于 Please come to see us这样的语句，最好不要用。

[1] News ‒ 在公司有新的信息/产品/事件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这样的开头: News: genuine 

natural wood cellphone shell released.

[2] Urgent/Breaking/Alert ‒ 如果会定期联系一些客户，那么不妨在邮件标题前面加上Alert: 

Alert ‒ new models are now ready for trail with 20% off.

[3] Sale ‒ 我们联系的目的就是要销售，不妨简单粗暴些，拐弯抹角大家都累: xxx Chemicals 

from Factory Direct Sale.

[4] Free delivery ‒推出Free Shipping的服务，对很多客户来说，这也是一大亮点。比如：2017 

Q3 lphone accessory free delivery to Boston.

[5] Video ‒ 有的公司会有一些让客户参考的视频，将视频放在you..tube之后,不妨通知客户: 

Operation Video for SC-II drilling machine.

[6] Daily ‒ 对于具有时效性的消息，可以在前面加上时间信息，如Daily、Weekly、Monthly，

比如：Weekly updates of food machinery. 统计数据表明，Daily的效果是最好的。

[7] Don’t Miss ‒ 你们有促销活动？公司要参加展会？这些情况下，用Events为开发信提供素材，

也是不错的主意。

[8] First Name + Last Name ‒ 在邮件标题中使用收件的姓名，邮件打开率会提高13%，因为大

部分情况下，人们愿意打开那些看起来言之有物的邮件，而不是一眼看上去就是垃圾的邮件。

比如：Bill Gates, your invitation of Canton Fair from *** company.

1、将收件人的姓名加入标题∶Hi James、Dear Neal.Han、To Mr.Williams

2、一些比较好的、有效果的词汇：

4、不要在邮件标题出现联系方式，有些邮件系统会自动识别这是垃圾邮件。你的
邮件出现在别人邮箱里，可是带着*SPAM*（垃圾邮件）的前缀的

5、不要过分夸大优惠力度，这样客户可能点开了后发现与内容不符，以后再想这
个客户信任你就非常难了。记住，说出来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6、标题中不要出现无关紧要的词语，比如问候类型的，直接就是产品+描述
+from即可，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标题形式

7、标题要中性，不可太亲近也不可太生硬，毕竟没有哪个客户喜欢不熟悉的假亲
近或命令式的语气。类似于 Please come to see us 这样的语句，最好不要用

8、标题不宜过短，但也不要太长，重点的词语要前置，比如产品名称和优惠信息
等词语

9、将收件人的姓名加入标题，这个现在很多邮件发送工具都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比如孚盟MX⸺智能营销CRM系统，就可以实现客户名称和群发单显的功能，非
常的便捷

10、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优化你的标题，建议你参考行业英文广告，看看老
外是怎么描述你的产品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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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外贸从业者，主动开发客户自然少不了开发信，它是每一个外贸人必备的专业技能。

但总有很多新人抱怨：开发信太难写了；英语不好，不知道怎么写；好不容易写完了，发出去就石

沉大海了......

所以，一封客户必回的开发信到底要怎么写？

#壹 文法

写 作
技巧篇

让客户必回的开发信到底怎么写？

例子: “Deciding to rescind the earlier estimate, our report was updated to include $40,000 for 

new equipment.” 应改为“Deciding to rescind our earlier estimate, we have updated our 

report to include $40,000 for new equipment. ”

1、 切忌主客不分或模糊

例子: He decided not to audit the last ten contracts. Because of our previous objections 

about compliance. 

2、 句子不要零碎

例子:“The owner questioned the occupant's lease intentions and the fact that the contract 

had been altered with ink markings.”应改为:“The owner questioned the occupant's lease 

intentions and ink alterations of the contract.”

3、 结构对称，令人容易理解



13 14

#贰 格调

#叁  写信提示

4、动词主词要呼应

同等重要的用and来连接，较轻放在次要的句子里，转接词要留神。例如: but (相反)、 there-

fore (结论)、also (增添)、 for example (阐明)，分不清furthermore和moreover就不要用啦。

另外，修饰词的位置要小心，例如:“He could only reimburse the cost after July 15. ”应为

“He could reimburse the cost only after July 15.”

5、轻重有分

这是为尊重，也方便邮差叔叔

地址上的数字直接用阿拉伯数字，除了One，例子:

127 Ninth Avenue, North

127 E. 15 Street

5 Park Avenue

One Wingren Plaza

556 - 91 Street

2、外国国名尽量用大写

subject-verb-object会闷死人的，有时短句跟着长句可以化解一下

1、式样和句子长度不要太单调

多过一个男人，用Messrs，就是Misters的意思，不要跟名字，跟姓就行，例如：Messrs. Smith, 

Wyatt, and Fury

女人用Mesdames、Mmesor Mses同样不要跟名字， 例子:Mses. Farb, Lionel, and Gray

男女一起的话弄清楚称呼就行，例如：Dr. and Mrs. Harold Wright、Mr. Harold Wright and 

Dr. Margaret Wright、Mr. and Mrs. Harvey Adams-Quinn

1、客户的名字和头衔千万不要错，两者择其一

例如: Prunton products are highly effective in  改为: Prunton products excel in 就有力很

多了

2、弱软的词(e.g. was, were, is, are...)可以加强一点

用宾词和主动的词，让人家更易接受。例如: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sincerely appreciat-

ed. 或We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r information. 明显我们会喜欢第2句

3、亲切、口语化是比较受欢迎

· 想想这两个分别：

例如:“He did not make repairs, however, he continued to monitor the equipment. ”改

为: “He did not make repairs; however, he continued to monitor the equipment.”

A.This is one of the public-relations functions that is underbudgeted.  

B. This is one of the public-relations functions, which are underbudgeted.

6、标点要准确

选词正确，比如affect和effect、operative和operational等就要弄清楚；拼字正确，这样低级

的错误不要有；大小写要注意，非必要情况不要全部大写，例如: MUST change to OS imme-

diately. 外国人就觉得不礼貌和喝令人一样，要强调的话，用底线，斜字，粗体就可以了。

7、用词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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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书信结尾#肆  开头致意

 1、如果没有名字或是正规信件：

2、如果是公司：

· 可以考虑这些：

ADear Committee Member:Dear Meeting Planner:Dear Colleagues:To All Sales Reps:To 

Whom It May Concern:Dear Sir or Madam:Dear Madam or Sir:Dear Purchasing Agent:

Very formal非常正规的(例如给政府的)：
Respectfully yours,
Yours respectfully,
formal正规的(例如客户公司之间)：
Very truly yours,
Yours very truly,
Yours truly,
Less formal不太正规的(例如客户)：
Sincerely yours,
Yours sincerely,
Sincerely,
Cordially yours,
Yours cordially,
Cordially,
Informal非正规的(例如同事之类)：
Regards,
Warm regards,
With kindest regards,
With my best regards,
My best,
Give my best to Mary,
Fondly,
Thanks,
See you next week!
有时在we, I, and you之间很难选择。
如果你是代表公司联络生意之类，可以用we；
如果单纯说你自己，可以用 I ；
有时可以一起用，比如：
We are pleased to offer you the position of sales director,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Tuesday morning meeting.

1、 留意结尾，弄清大家的关系才选择用词

Gentlemen or Ladies:Ladies or Gentlemen:

3、如果客户公司是全男或全女：
Dear Sirs:Dear Ladies:Dear Mesdames:Gentlemen: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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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签名

用笔亲自签名会比较好，不要电脑贴图或盖章，不要把Mr. Ms. Mrs. Dr.之类一起签。签名也

看信件的语气，给朋友或公司客户，签Bill也可以，给陌生人就最好用Gates或者Bill Gates。

 1、用笔亲自签名会比较好

#壹  表明是好友引荐

#贰  开发信的第一句跟对方有关

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相信熟人推荐，所以提及你们的共同联系人可以改变潜在客户对你的

看法。

比如说，I got your contact from my customer Andrey. 阐明是合作客户安德烈介绍你给我

的。这样可以提高回复率。注意：这里乐意列举你客户群体中重名率最高的。

在开发信中，可以表明自己很了解他所在国家的市场情况，也看过客户网站，合作诚意很大。

举个例子：

I got your contact from my customer Andrey, and i checked your website, we have so 

many similar products.

I am from XX company and i am welknow about your market, hope to share market 

information with you, and expend our cooperation.

Price list and Catolog will be sent if you needed?

我从我的客户安德烈那里得到了你的联系方式，我查看了你的网站，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产品。

我是XX公司的，很了解你们的市场，希望能和你们分享市场信息，拓展我们的合作。

如果您需要，将价格表和目录发送给您？

开发信的第一句话是邮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无论你写的是什么，都要让第一句话跟收

件人有关系，比如下面这些例子：

I saw your post about _____

I noticed you manage _____

Congratulations on _____

Great insights on _____

I’m inspired by the work you’ve done on _____

最好的方法是马上勾住你的收件人，并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做过功课了（客户背景调查）。

#叁  结合热点，给客户发开发信
目前可以用国际关注的疫情和疫苗接种率提起客户的兴趣和回复欲望。还可以在开发信

中表明看过客户网站才特意发的邮件不是群发的，而且产品是匹配的。

Dear XX,

Has your business declined due to the COVID-19?

What is your country vaccination rate? China will reach 80% by the end 2021.

I’m XX from XX company which is specializing in XX products over X years. I checked 

your website carefully and found we have many similar products. We increased by 

21.5% year-on-year because of our high cost performance. Do you want to check our 

price list?

亲爱的XX，

您的业务是否因 COVID-19 而下降？

你们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是多少？到2021年底，中国将达到80%。

我是XX公司的XX，这家公司专注于XX年的产品。我仔细检查了您的网站，发现我们有很多

类似的产品。由于我们的高性价比，我们同比增长了21.5%。您想查看我们的价目表吗？

 说完开发信每一个部分应该怎么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具体实操中应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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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北美国家的客户
1、注意事项

1、注意事项

除了现在各个国家都关心的疫情，平时也可以以各种由头与客户建立起来联系，让客户认

识我们，比如说客户生日、圣诞节、产品促销、公司有新产品发布、客户所在国家拿到奥运会

奖牌等，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客户发个邮件，用心与客户沟通，充分考虑客户的利益，取得客

户的信任。

切记，开发信不要长篇大论，采购经理不会花太多时间读没有建档的供应商邮件，看到长的

邮件，极大可能直接删除。另外，附件有压缩包、文档，链接的，大概率会被视为钓鱼或垃圾

邮件，很容易被拉黑名单。

 

开发信要简洁，表明重点。一封好的开发信从标题到内容，再到签名都是有讲究的，都应该

充满了“诱饵”。

这里分享个小妙招，签名的时候用笔亲自签名会比较好，不要电脑贴图或盖章，不要把Mr. 

Ms. Mrs. Dr.之类一起签。签名也看信件的语气，给朋友或公司客户，签Bill也可以，给陌生人

就最好用Gates或Bill Gates。也可在自己名字下加上的生活照，让客户觉得是活生生的人发

来的，拉近距离。

想要提高回复率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同国家的人有着不同的脾气与喜好，外贸人要抓

住与不同国家的采购商的采购习惯与沟通要点，比如说中东人慢热，欧洲人追求质感，北美

国家直白，南美洲则喜欢OEM......那么，针对不同国家的客户，开发信肯定是不一样的。

北美国家主要是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与他们打交道要注意：

A.要开门见山；

B.简单说明，不要复杂的表达；

C.态度认真，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

D.用企业邮箱，尽量不用免费的QQ邮箱和个人邮箱；

E.交流用语用we代替I；

F.他们喜欢用PayPal作为支付工具。

2、开发信模板
Hi, Mr. XXX， 
Have a nice day ! 
Quality is life,customer first! 
XXX Co., Ltd have 16 years experience in some product (你的产品名称）,Our market is 
AMERICA. Our core competencies are * and *, Our sales pitch is WITH US YOUR MONEY 
IN SAFE YOUR BUSINESS IN SAFE.
WISH TO BE your honest dealer and trustworthy supplier in China.We can accept 
payment by PAYPAL.(The easy way to pay money for American customers) 
Just contact me. I am always waiting for you. 
Thanks & Best regards
Kim

#贰  欧洲国家的客户

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与他们打交道要注意：

A.严谨，追求质量，关注细节，崇尚契约；

B.注重时间观念，讲究效率；

C.他们喜欢能带来安全感的供应商；

D.有证书证明和售后质量保证。

2、开发信模板
Hi XXX,
ABC Co., LTD is Product Business Model in China. We had the honor to service the 2nd 
big distributor / XXXX Company in UK; XXXX Company in USA; XXXX Company in Dubai; 
All our items are coming with certification and we have special team work for after 
sales service. We are ready for signing contact with you in case you need it, as honest 
dealer we never crook our customers (安全感).
(TIME IS MONEY) for you and for us. So we have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line and staff 
who are making nice quality in short time. (质量、时间)
Attachment is new items and some information about our best seller, our factory and 
certificate, I hope we can have long term business with you in near future.
Thanks & Best regards!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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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事项

#叁  中东客户

A.喜欢大写+简单英文；
B.喜欢内容详细的邮件；
C.细节介绍公司和产品；
D.产品最好配有图片和说明书；
E.喜欢价格低的产品，喜欢品牌；
F.属于慢热型。

2、开发信模板
Dear XXX, 

BEFORE READING MY EMAIL, PLEASE BE SURE THAT I AM REALLY HOPE WE CAN BE 

FRIENDS EVEN WE DONOT HAVE ANY BUSINESS. (首先用一种舒缓的感觉拉近与客户间的

距离). Our ABC COMPANY have 10 year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Middle EAST Market, 

We have served many biggest company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A公司，B公司，C公司

etc. (客户鉴证显示公司实力和产品质量) and we are top in condensation and addition 

cured PRODUCT filed.

We trust you will like our quality and our service. We can offer you very perfect price 

and very nice quality. And also we sign contact with you be more safe. And we can full 

refund money back to you if there is any quality problem. We trust that with us your 

money will be in safe and your business will be in safe. As quality is our culture, so we 

hope you give us a chance to serve you and we believe that you will be happy with us. I 

send you some of our best seller data sheet. Please check it follows.

Contact me if you need any help in China, and please remember I really hope we can be 

good friends even you don’t do business with us, please remember this is Kim.

Thanks & Best regards,

Kim

#肆  南美国家的客户

1、注意事项
南美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他们假期多，订单节奏慢，交易时间长，

性格特点和喜欢的沟通方式是：

A.不妥协，坚持己见；

B.喜欢简单的英文表达，尽量不要太复杂和隆重；

C.喜欢分期付款、喜欢被提问的方式、喜欢免费样品； 

D.很注重售后服务和产品的耐用性； 

E.比较喜欢欧式的和有CE认证、OEM的。

2、开发信模板
Hi Dear XXX,

Are you interested in saving some money? Are you interested in good quality and nice 

price? And are you interested in small order with fast delivery? （提问的方式投其所好）

So please let you know we can offer all this for you, ABC product is the TOP product 

factory in China more than 10 years. Below is our best seller, please check it. Any inter-

ested, more information & FREE SAMPLE(免费样品投其所好) will be provided for you 

reference.

Hope to hear from you soon. Good Business Start Here!

Thanks & Best regards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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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事项

#伍  澳洲国家的客户

澳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他们的特点是：

A.认真爽快，乐于交朋友，对陌生人也经常一见如故；

B.讨厌喜欢吹嘘和炫耀的人；

C.对于价格：运抵澳大利亚并已完税的产品价格应比当地生产的同类产品或其它来源的产

品价格低；

D.可靠性：供货商必须能长期保证产品的质量，交货及时并保持联络；　　  

E.灵活性：供货商能接受小批量订货的。

2、开发信模板
Dear Mr XXX,

It’s really my pleasure to write this email and I hope even we don’t do business we 

can be good friend, as we really like Australian people so much, as you are very nice, 

friendly and honest in your life and business, so I hope we can be friend, my name is 

Kim form ABC PRODUCT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in China. And we got your informa-

tion from Alibaba.

We trust that our quality and price will give you an edge over your competitors. So 

hope we can have a long term business with you. Below is our best seller PRODUCET. 

Please check it. I hope you like any of them, and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if there is any 

help I can do for you here in China as really hope we can be friend even without busi-

ness.

Hope to hear from you soon.

Thanks & Best regards,

Kim

在这里特别梳理出了一些针对不同国家的客户的开发信的模板，让外贸业务员可以针对不

同的客户去写相应的开发信。以上模板仅供参考，针对自己具体的行业可以做适当修改。祝

您不断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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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信
禁忌篇

开发信常见11种错误，你中了几条？
开发信是外贸业务员拓展国外客户的“敲门砖”，是打通与客户合作的第一道门槛。但是，很

多外贸人表示，很多开发信都石沉大海了。什么样的开发信是国外客户最讨厌的？外贸人们

一定要避免踏进此类误区。

所有外贸人都想让客户对自己的产品感兴趣，因此可能就有伙伴会在开发信说很多内容，

导致邮件过长。如果写的水平高，客户也许还看几眼，如果只是一味的推产品，客户看不了

几个字就会关掉，效果适得其反，让人生厌。所以写开发信时一定要抓住重点，言简意赅。

1、邮件写得过长

有的人写开发信，主题不明确，客户根本没兴趣去打开陌生人的邮件。有些人写邮件会这样

设置主题：“we are the manufacturer of lights”等，一看就知道是推销信。站在客户的角度

上想，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如何把主题写好，让客户忍不住打开看看，这就是个技术活

了。

2、没有明确的主题

有人会反问，那是不是完全不写呢？当然不是，如果你的公司有突出的优势，可以写，但是要

巧妙的嵌入文章中，这就要看你的水平了，例如，你可以这样写：We supply solar lights for 

Home Depot with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Hope to cooperate with you!

3、长篇大论的介绍公司

这种人很自恋，与其说，他在写开发信，倒不如说他在自我欣赏，总想把文字写得很出彩，各

种语法从句层出不穷，还喜欢用冷僻词，最后重点反而被掩盖，多学多模仿客人的邮件，用

最简单的词汇来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一封好的外贸开发信要“简洁”、“清楚”、“准确”。

4、爱炫耀英文水平

为了能让客户注意到自己，很多人总喜欢用很夸张的字体、颜色，甚至放大、加粗，再用斜体

等等来搏出彩，殊不知这种华而不实的噱头反而会掩盖邮件本身的意义，除非是非常着急

的事情，否则不要大篇幅大写或加粗。

5、喜欢用奇怪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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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用的太多，让人觉得主观意识太强，看的人内心隐约出现抵触心理。如果你仔细琢磨老

外的行文方式，很少会充满We、I之类的人称，相反要多用被动语态。比如说，我们明天会寄

样品。中国人就会喜欢说We'll send you the samples tomorrow. 当然这句话没错，但是老

外就不一定喜欢。要是他们，通常会这样写：Samples will be sent to you tomorrow. 用得

是被动语态，人称就没有了，很严谨、很真实，不带情感因素。

6、主动语态用得太多
写开发信时，不要语气生硬、直来直往，你的情绪会影响客人的决定。邮件本身是比较死板

的，在电脑面前阅读那些冰冷的字眼，和面对面的交谈或者电话沟通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

，“Pls give me reply today.” 这句话如果面对面或者电话里通过声音传播，客人不会觉得有

什么问题，会很高兴说ok，或者no problem。但如果放在邮件里，就略微生硬了点，如果改

成"Could you please help to give me reply today?" 用的是疑问句，加上could、 help这样

的字眼就显得十分委婉、舒服，还明确表达了你准确意愿。

10、语气过于生硬

咱们都知道，欧洲很多国家是非常在乎自己的私人时间的，如果被打扰了，不但成交难，更

容易被拉入“黑名单”。

因此，作为业务员，在外贸工作的过程中，别在周六日及周五最后一小时发开发信。发送频

率也不要太高，否则容易引起反感。

基于此，准确掌握客户所在国家的工作和休息时间，是和客户建立高效沟通甚至达成合作

的关键因素。

11、 不注意发送时间及频率比如Do you want our products？（你想要我们的产品吗？），就没什么意义，如果客人说No，

你怎么回复？而且本身你是做销售的，你希望客人感兴趣，所以你要引起客人的兴趣，而不

是客人在求你，非你家不可。写开发信一定要清楚一点，现在是买方市场，是你去求别人，所

以在还没有正式沟通之前，最好直接一点，告诉客人你是谁、你做什么、你的优势在那里，只

要清楚表述出这3点，就完全足够了。其他的东西如果有机会以后可以慢慢谈。

7、问些毫无意义的话

有人在初次给潜在客户写开发信时，就想把自己的产品一下子让客人都知道，所以不但插

图还加附件，虽然这样做没什么不好，但是这样很容易被国外的服务器拦截。一般等到新客

户主动询价时，回复中适量的插入报价单或者图片就可以了。所以通常情况下，第一次联系

客户最好使用全文本，不要出现任何的图片和附件。即使是收到客人询价后第一次报价，如

果客人没有指定要求，尽量避免用excel或word附件，最好是直接在邮件里简单写明。

8、喜欢用附件和图片

很多人在写开发信时，喜欢在内容里加上自己公司的网址，或者在签名的下面加上链接，这

样做，同样有很大的概率被服务器拦截掉的。最好在客户回复后，第二次给他写邮件的时候

插入这些。

9、喜欢插入URL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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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化，为您定制
开发信最好的是能够个性化，这样让客户感觉受到了重视，感觉这封开发信就是“为您定制”。

不过，面对海量客户，很难做到单个单个的发送。这种情况，要想兼顾个性化和效率，就需要提

前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甚至是不同城市、不同情形多建立模板。然后根据具体需要进行模板调

用。  

发信的开头要避免仅仅使用“Dear”，应该说“Dear，Tom”。就好比你收到的邮件里只用“你好

“，和说出你好并说出你的姓氏，哪一种感觉更好呢？好的邮件发送系统能够针对不同客户名

称进行批量发送，看起来像“一对一”，实则是群发。 

开发信
工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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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化，语言技巧
开发信一般用英文撰写，面对不同国家/地区尽量使用当地官方语言，面对小语种国家也要

考虑用小语种进行撰写，要注意英文等语言的语言技巧。

邮件的标题很重要，标题中包含数字，能够激发打开率和回复率。标题中避免出现感叹号、

问句问号、appropriate person、quick question或quick request等词语或符号。标题中显

示"Fwd:"或"Re:"会让人联想到之前跟发件人有过互动，能成功激发打开率，但这种方式不

建议使用。

为避免被当着垃圾邮件，甚至被封IP被封账号，避免使用SPAM（滥发的电邮）高频词，以下

是一些高频词例子：$$$、100% free、100%Satisfied、Ad、Cheap、Check、Claims、Click 

/Click Here /Click below、Free/ Free gift/ Free grant money......高频词还远不止这些。当

然，很多词语也是常用的商业词汇，比较难避免。应对策略：一来要尽量避免，实在无法避

免，可以想办法换一个表达方式，用同义词/近义词来表达。

发外贸发开发信，最好使用专业的工具，比如外贸CRM软件“孚盟MX”就包含了发外贸开

发信的功能，可以进行技术群发，看起来是“一对一”，还能规避被封号的风险。孚盟MX有

很多精美开发信模板可用，还能够嵌入视频、信用名片、产品资料、商品落地页等。而且还

能够看到客户是否打开等阅读情况。

二、简洁化，直奔主题

三、正规化，值得信赖

主内容要准备到位，要直奔主题，不要说任何的废话，每句话切中要点，不要漫无边际。

内容一定要简洁，尽量控制字数。用你能用的简单词汇，让每个即使是非英语国家的客人都

不会产生歧义。

对，就像本段一样简洁！

国外的陌生客户，大家相隔千里素不相识，建立信任变得十分重要。因此，邮件看起来要正

规化，要值得用户信赖。也可以适当设计一下版面，看起来精美有档次，可以根据不同邮件

营销场景建立邮件模板库。

业务员要影响客户，要让客户信赖自己，需要“靠公司、靠自己、靠他人”。

“靠公司”就是要发一些工厂视频、公司资质、产品试用视频、产品资质等。

“靠自己”就是展示一些自己去海外的照片，如果能秀一段客户所在国家的语言，那就是加

分项了。

 “靠他人”就是可以借客户本国同类客户的口，给自己做推介，这些能够赢得客户信任，有助

于加快推进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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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贸开发信寄给谁？为何寄？何时寄？

开发信
邮寄篇

#壹  首先就是你的开发信是寄给谁的，确定好这个大前提之后要考虑
的就是以下几个问题了：

开发信一直都是各位外贸人的心头“病”，一般外贸公司都会给外贸业务人员规定每天要发

多少封开发信，这里包括新客户、跟进客户、合作客户、沉默客户等（可能每个公司对这个客

户划分是有点区别的）。

为什么要写给对方？
写什么内容？
要达成什么目的？
希望对方下一步怎么做？
对方按照你说的做有什么好处？

#贰  整理好这几个问题后，开发信正文的核心内容应包括：
1、明确的称谓，一般是对方的名字或者是职位抬头，这个一般都可以查的到的，像用孚盟

MX⸺智能营销CRM系统查到的联系人都是可以查到具体的个人信息，当然你也可以用领

英去查；

2、一般我们获取客户的信息无非就是展会、B2B平台、公司黄页、搜索引擎、海关数据等，如

果是展会上的客户，当然你需要提及当时展会上相遇的细节唤起对方的记忆。当然我们大

部分的客户都是利用互联网开发到的，那我们就不要提什么其他的，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好

了，表达中性一点即可。

3、为什么要联系对方，这个就是这封开发信的核心了，也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寄给谁”的

问题，你在写这封开发信之前要了解清楚你寄送的这个人的职位，公司信息和产品信息，你

要在这里表达清楚你为什么要联系他。这块内容其实是没有什么模板可言的，不同行业，不

同公司，不同的人对这块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块需要各位外贸人自己去洞察和总

结了。

 4、因为是第一封开发信，你肯定要主动唤起客户的需求了，一般可以这样提问：                          

l 询问客户是否需求产品目录

l 询问客户是否需要样品

l 询问客户是否可以电话沟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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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大利亚客户沟通时，最重要的是首先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因为澳大利亚进口商不喜欢

讨价还价，其次是产品质量稳定。

1：阿根廷上班时间为（21.00- 05.30）⸺建议在这个时间内发送开发信或回复询盘。

2：澳大利亚上班时间为（09.00-17.30）⸺建议澳洲开发信就是这个时间，询盘立刻回复。

澳大利亚的基督教徒有“周日作礼拜”的习惯。他们的这种做法“雷打不动”，所以最好避免

在这天和他们联系。

3：奥地利上班时间为（15.00-23.00）⸺最好的发送开发信时间是 （16.00），回复询盘最好

是（17.00），奥地利人礼拜天不处理工作，不要触碰这个底线。

4：孟加拉上班时间为（11.00-19.30）⸺周五、周六是休息日，不过周六也有很多公司上班

的。最好这个时间内发开发信及回复询盘。

5：比利时上班时间为（15.00-23.30）⸺ 不喜欢礼拜天及礼拜天谈生意，请注意。平时上

下班时间也比较规律，朝九晚五，雷打不动，到点就走人。写开发信时要注意，比利时人忌

讳13和星期五，忌蓝色和墨绿色。

6：巴西上班时间为（19.00-3.30）⸺建议这个时间发开发信，提醒下巴西人喜欢免费样

品。巴西人的生活节奏是比较慢的，而且那里的劳动保护制度很好，加班几乎对巴西人来

说就是不可能的，不要指望他们在度假时还时不时查看下邮箱。

另外，巴西人做事情不喜欢别人催促，所以，等巴西客户邮件，一定要有耐心，最好和他们

确认好怎样跟进让他们最舒服。

#肆  跟进客户

#叁  未触达的潜在客户⸺新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客户和跟进客户是如何做的。 ·  提示一下：下面的时间都是按照中国时间写的

外贸人每天都要去各大平台搜寻目标客户的邮箱地址，拿到邮箱并且验证有效之后，开始

第一份开发信，直到这个客户成为合作客户为止，否则这个客户会一直在新客户这个分类

中无限循环。

一个新开发的客户一般会经过这样的跟进周期：

1、第一周

· 第一天
第1封邮件 ‒ 开发信的敲门砖，非常重要，这个内容参考上方开发信核心内容即可

· 隔天或者第三天：
第2/3封邮件- 基础的跟进

2、第二周
第4/5封邮件 ‒ 划重点提及打电话，争取得到客户回复

后续继续跟进，一般我是在跟进1个月，大概15封邮件的样子，我就会把这个客户丢进公海去

一般我会根据客户给我的回盘信息判断这个客户的真假需求，如果给出明确的产品数量、规格、

时间等要求，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真询盘，那么针对这样的话，我会把他们列为A类重点跟进客户。

在收到客户回盘之后，我会在当天给这样的A类客户回复回盘中涉及到的问题，并且告知客户有

什么问题随时邮件沟通。当然客户收到我们的邮件回复之后可能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当然不能

坐以待毙呀。我会在第二天接着给这个客户发一封邮件，询问客户在看完回复之后的相关事情。

开发信的寄送目标确认了，内容也写好了，那么何时寄送呢？

一般的话，大家都会避开繁忙的周一和即将放假的周五了，并且你要考虑一些时差的问题，很多

国家与中国是存在时差的，比如你的上午9点，可能正是别人的午夜子时。一般是在对方上班时

间发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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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以色列上班时间为（14.00-22.00）⸺以色列人世代是经商出身，并不会容易相信人。

17：墨西哥上班时间为（23.00-07.30）⸺尽量用西班牙语发送开发信，西班牙语互译可以

用谷歌翻译或者百度翻译。

18：巴拉圭-秘鲁上班时间为（21.30-06.00）⸺建议在这个时间内发布，他们国家经常放假，

回复可能比较慢一点。另外，秘鲁居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忌讳“13”和“星期五”，千万不

要踩到“雷区”。

19：罗马尼亚上班时间为（14.00-22.30）⸺建议这个时间内发送，罗马尼亚人很友好，开头

可以用Dear。

20：土耳其上班时间为（14.00-22.30）⸺非常爱墨迹，他们浪费时间是出名的，开发信考虑

写长一点仔细一点。

21：阿联酋上班时间为（13.00-21.30）⸺阿联酋周五是做礼拜的时间，全国休息，周六有的

公司上班。大部分阿联酋企业的员工都是外籍人，不是本地人，所以建议先了解一下你是跟

谁沟通。

22：英国上班时间为（17.00-01.30）⸺英国人非常重视样品单的质量，且订单循序渐进，所

以要特别注意试订单或样品单的质量，这是英国人考察供应商的先决条件。

23：美国美国分四个大地区，横跨美洲大陆，建议你先了解一下你客户是哪一个地区再决定

几点发开发信，美国人特别重视保密协议。

其实现在做外贸是越来越便捷了，像孚盟MX⸺智能营销CRM系统这样的工具也是越来越

好用，就算有时差也不用盯着时间去操作，只要提前设置好自动化任务，到时间系统就会自

动发送，关键是还有邮件追踪⸺千里眼功能，非常的便捷。

7：加拿大上班时间为（19.30-04.00）⸺建议最好时间发开发信及回复询盘是 （ 01.00），请

注意用商务英语发开发信与加拿大商人沟通时，需向对方提供样品和说明书，如样品被接

受，进口商可能少量订购（一般为正常订单的10％）。

8：智利上班时间为（21.00-05.30）⸺他们时间观念不强，经常上班迟到，建议在22.00 发开

发信。

9：丹麦上班时间为（15.00-23.30） ⸺建议这个时间内发送开发信，丹麦客户对新款容易感

兴趣。丹麦客户对产品品质要求也比较高，但付款及时，也不轻易更换供应商，还是属于那

种比较好的客人。

10：埃及-利比亚-约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上班时间为（15.00-23.30）⸺建议在 

21.00 发送开发信，记得开头为”salmo alikom“。请注意阿拉伯人礼拜五不上班。注意，阿拉

伯人性格较为急躁，对于正常的贸易交货期限卡的比较死，一旦疏忽延误交期，对方会毫不

留情地要求降价或索赔。

11：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上班时间为（15.00-23.30）⸺建议在这个时间

内回复询盘及发送开发信，提醒下法国人对产品的包装感兴趣。德国人比较严肃，最关注质

量。意大利人比较自信，西班牙人比较友好，荷兰人喜欢认真一点的企业，葡萄牙人性格特

开朗。

注意，欧洲地区很多进口商，喜欢在7月～9月间举家出游，称为“高温假”。不少公司员工，

也将各种假期统一在这个时间段一起休，所以这三个月，邮件营销回复率会稍低。

12：冰岛上班时间为（17.00-01.30）⸺他们最喜欢新款的产品跟北欧其他国家一样。

13：:印度-巴基斯坦上班时间为（11.30-20.00）⸺建议在14.00发开发信，印度人喜欢便宜价

格，邮件开头最好为cheap price之类的词语，打开率较高。

14：伊朗上班时间为（12.30-21.00）⸺建议这个时间内发送，注意伊朗礼拜五不上班。

15：爱尔兰上班时间为 （16.00-00.30）⸺建议在20.00发开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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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功能，你的开发信有没有被客户打开阅读，什么时候阅读的，阅读了几次，阅读的

IP是多少，通通一目了然。

这样我们每次发邮件的时候心里就有了底，再也不用去胡乱猜测了。

更关键是，当我们知道邮件有被打开阅读，但是没有回复的时候，可以重点对这个客户进行

二次跟进。

有经验的老外贸们总结发现，多次有针对性的跟进之后，回复率更高哦！

比如，欧美市场，一个抢眼的标题+吸引力的内容，通常在4封邮件内会得到回复；非洲市场，

在一到两封邮件后再打一通电话会更有帮助。

而针对那些压根就没有打开过邮件的客户，你可以选择暂时搁置一下，这样就能集中精力

攻破有意向的潜在客户，大大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开发成功率。

遇到邮件营销瓶颈期？A/B测试可提升50%转化率！

· 邮件千里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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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信范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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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ment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all me, let's talk details. 

Best regards!  开发信
模板篇

#壹  模板一

Dear purchasing manager, 

Hello, this Lily Lee from xxx company,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xx manufacturer 

with years experience. so we want take ourselves of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ing busi-

ness relation with you. Please link our company web site：xxx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our product. By the way, free sample are available.

Thank you in advance! 

Best regards！

#贰  模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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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s: 

We glad to get your information posted on xxxxxx.，that you are in the market for XXXX.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our company and products, with 

the hope that we may work together in future. This is (Name) from (Company Name) 

which is specializing in (Products Name)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your information 

posted on xxxx, we'd like to introduce this item for you, and it’s future have 

XXXXXXXXXXX (products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item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should any of these items be of interest to you, please let us know. We will be 

happy to give you a quotation upon receipt of your detailed requirements.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Regards！

#叁  模板三

Sales Email

Dear Mr. Leonardo,

Glad to get your contact info from Italy mart!

We supply homogenizers and ice cream freezing machine with good quality and very 

competitive price. Hope to be a partner of your company!

Attached are products videos and e-catalog.

Email me or just call me directly. Thank you!

Best regards,

Kevin

******Co., Ltd. 

Add:***Tel: *** Fax: *** Mail: *** Web: ***

 #伍  模板五

Dear Mr. Mound Klamath, 

Glad to get your contact info from India mart! We supply homogenizers and ice cream 

freezing machine with good quality and very competitive price. Hope to be a partner of 

your company! E-catalog will be provided if needed. 

Email me or just call me directly. Thank you! 

Best regards！

#肆  模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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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专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了解孚盟
LEARN ABOUT FUMA

LEARN ABOUT FUMA

公司愿景
助力100万家外贸企业实现管理数智化

公司使命 
为外贸企业提供数智化管理云操作系统

企业价值观

客户第 一、关注成长、专业、敬业、激情、创新
德能启运

17 4000050050
++

成立17年 全国本地化服务 上市公司企业 服务企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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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盟软件本地化服务

售后中心近40名工程师
为用户提供7 x 24小时的
在线服务 

40+

全国50多家
本地化服务团队

50+

每年至少新增4家分支机构
延伸我们的服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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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经常遇到挑战 孚盟MX·智能营销CRM

开拓新客无从下手，找不到精准客群

获客渠道单一，开发客户难

营销为刚、运营为柔”孚盟MX让企业刚柔并济
驱动营销持续增长

员工离职时客户跟进中断或客户资源被带走

客户数字化资产，难以沉淀

工作难量化、难溯源，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员工业务行为不透明，领导管理效率低

无法及时帮助新员工，缺乏协同与监督

新员工成长慢，团队无法快速复制

01 02

04 03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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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盟MX·帮你在营销与管理上做出改变

被动等询盘
变为主动营销

建立自己的客户池，聚合流量，管理营销闭环，改被动等询
盘为主动营销，不依赖单一渠道获客，赢得更多询盘

流量为王
变为精细化运营

对流量进行分类管理，建立自动化营销任务，持续
影响客户，分析客户行为，抓住潜在商机

依赖个人能力
变为系统化管理

营销素材模板化，报价过程流程规范化，销售过程
透明化，提高询盘转化率和管理效率

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
企业数字资产库

跟进历史快速追溯，员工流动，客户照样持续跟
进；新员工快速接手工作，降低学习成本，推动企
业营销持续增长

孚盟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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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盟产品矩阵

产品
生态

让营销更聪明 让运营更高效
智能营销CRM

高端贸易一体化管理版

外贸ERP管理平台

外贸获客新渠道 高效营销获客宝

智能获客工具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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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好产品等你来发现

上海孚盟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区新镇路1399号七宝宝龙城T6栋4楼

400-888-9800

www.fumasoft.com

sales@fumasoft.com

关注【孚盟软件】公众号
获取更多外贸干货

关注【孚盟软件】视频号
了解更多有趣有料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