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阅读索引

Kiwi 建站笔记阅读索引

一、建站知识扫盲
很多人创业之后，关于网站的问题会存在各种纠结。是自己学习好，还是外包好？自己学习会遇到哪些问题，外包给别人
又会遇到哪些麻烦事。无论是自己建站还是外包，都应该有一定的建站知识储备才能避免入坑。
如果你已经决定自己学习建站，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一套好的方法帮你节省时间并提高网站品质。如果已经决定外
包网站，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靠谱的建站人帮你做出一个品质不错性价比又高的网站了。
无论是自己学习还是外包，只有专业的人才能成功，没有必要的建站知识的储备，是很容易就跳入建站行业的各种坑当中。
下面是一系列建站知识扫盲文章，可以帮助你快速了解建站行业的各种问题以及好的解决方案。阅读完这些文章，你就能
轻易的避开外贸建站的骗局并且对自己的网站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定位。

1.1 了解建站行业的各种坑
 为什么我不愿找建站公司建站? https://www.kiwimore.com/website-building-problem/
 如何避开外贸建站骗局？ https://www.kiwimore.com/aviod-web-loss/

1.2 靠谱的解决方案
 外贸 SOHO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网站？ https://www.kiwimore.com/soho-website/
 外贸人要不要建中英文网站

https://www.kiwimore.com/chiese-english-website/

 我的网站需要备案吗 https://www.kiwimore.com/website-records/
 建站要不要自己买主机空间？

https://www.kiwimore.com/buy-host/

 外贸建站为什么要选择响应式网站？ https://www.kiwimore.com/choose-xiangyingshi-website/

1.3 网站对外贸创业的作用
 【答疑】你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网站

https://www.kiwimore.com/need-website/

1.4 自学 & 外包
 外贸 SOHO 要自学建站吗？ https://www.kiwimore.com/study-website-building/

1.5 如果已经入了建站的坑，怎么跳出来？
 如果我要换产品，网站怎么办？

https://www.kiwimore.com/change-product/

 外贸网站如何更换建站服务商？

https://www.kiwimore.com/move-website/

1.6 如何才能外包成功
 如何外包一个外贸网站？ https://www.kiwimore.com/how-to-buy-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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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站素材准备
当你决定开始做网站时，把网站资料准备好就应该是你首要关心的事情了。如果资料准备的不好，就算
你找了个再牛逼的建站人，也依然做不出好网站。网站资料包括很多方面，如 LOGO，Banner，视频，产
品图片，公司介绍以及各种文案等等，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会发现细节问题特别多。如果没有一个
专业知识的储备，很多人可能压根不知道网站资料要从何开始准备。阅读以下文章，你将会对自己网站
需要什么资料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2.1 网站资料准备攻略
 外贸建站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https://www.kiwimore.com/website-material/

2.2 资料准备教程
 外贸 SOHO 如何处理产品图片

https://www.kiwimore.com/prepare-product-picture/

 公司合作 Partner 展示素材准备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partner-logo/
 客户评价怎么写？

https://www.kiwimore.com/customer-comment/

2.3 作品欣赏
 分享一波高质量外贸产品图片 https://www.kiwimore.com/product-picture-show/
 外贸网站 banner 设计欣赏 https://www.kiwimore.com/banner-design/

2.4 资料准备工具
 如何用 5 美金外包网站 LOGO 或手绘视频 https://www.kiwimore.com/fiverr-outsourcing/
 如何批量压缩网站图片?

https://www.kiwimore.com/pic-bulk-gzip/

 外贸人不得不知道的图片采集工具

https://www.kiwimore.com/image-finder/

 免费 LOGO 在线制作设计工具推荐

https://www.kiwimore.com/free-logo-tool/

2.5 网站基础配置准备攻略
 外贸 SOHO 如何选择主机？ https://www.kiwimore.com/choose-host/
 外贸网站域名要怎么取？ https://www.kiwimore.com/domin-name/

2.6 在哪里购买网站基础配置
 外贸网站到哪里购买域名？

https://www.kiwimore.com/buy-domain-recommend/

 最方便的外贸建站 VPS 主机（强烈推荐） https://www.kiwimore.com/cloudways/ （高配 VPS 主机）
 外贸网站到哪里购买虚拟主机? https://www.kiwimore.com/buy-shared-hosting/
 外贸为什么我会用 avada 主题建外贸网站？

（实用学虚拟主机）

https://www.kiwimore.com/avada/

（建站主题）

2.7 技术档推荐（不适用外贸人）
 外贸网站到哪里购买 VPS？

https://www.kiwimore.com/where-to-buy-vps/ （技术档推荐）

 【免备案】 Bluehost 中国的香港空间购买流程 https://www.kiwimore.com/cn-bluehost-host/ （国内网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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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贸建站教程
对于想要自学建站的外贸人，可以根据下面这些文章，解决网站建设的基本问题。对于建站新手来说，技术门槛
是其次，更难的是思维门槛。我见过很多新手，通过自己学习，折腾出来了一个网站，但是无论是从用户体验还
是 SEO 的角度来看，这个网站都是千疮百孔，也只能展示网站用了。所以，Kiwi 的建议是多去欣赏好的作品，多
注重客户体验，SEO 的话，一开始也要求不了多高了。
3.1 网站欣赏 & 建站思维
 10 个外贸 B2B 网站设计欣赏

https://www.kiwimore.com/trade-b2b-websites/

 网站设计新思路 https://www.kiwimore.com/website-design-idea/
 外贸网站设计常见问题

https://www.kiwimore.com/web-design-faq/

 一次性拥有多个网站真的靠谱吗？

https://www.kiwimore.com/right-website-solution/

3.2 外贸建站教程
 WordPress 经典外贸主题 Avada 建站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avada-website-design/

 WordPress 自助外贸建站教程，超详细！！！https://www.kiwimore.com/build-wordpress-website-yourself/

3.3 必备插件使用教程
 强大的 WordPress 表单插件 Contact form 7 设置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contact-form-7/
 最新版 Yoast Seo 插件使用教程，超详细: https://www.kiwimore.com/yoast-seo/

3.4 Cloudways 主机建站解决方案
 如何在 Cloudways 后台安装 WordPress 程序

https://www.kiwimore.com/cloudways-install-wordpress/

3.5 网站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外贸网站无法发送邮件问题解决办法 https://www.kiwimore.com/linode-email-solution/
 如何正确设置谷歌地图

https://www.kiwimore.com/solve-google-map-problem/

 Avada 主题建站出现各种 bug 的解决办法（最新）

https://www.kiwimore.com/avada-bugs-solution/

3.6 网站补充功能解决方案
 【外贸网站必备】全球通用 Gravatar 头像申请教程
 Newsletter 订阅弹窗插件使用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gravatar/

https://www.kiwimore.com/popup-builder/

 如何制作含有品牌 LOGO 的网站 Footer?

https://www.kiwimore.com/logo-footer/

 你的网站适合屏蔽国内 IP 吗？ https://www.kiwimore.com/iq-block-country/
 免费 Avada 主题如何升级? https://www.kiwimore.com/update-avada-theme/

3.7 域名解析教程
 Namesilo 域名解析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namesilo-yuming-jiexi/

 外贸网站免费企业邮箱配置

https://www.kiwimore.com/mianfei-qiye-youxiang/

 如何申请阿里云免费企业邮箱

https://www.kiwimore.com/aliyun-free-email/

3.8 网站备份 & 搬家
 一键傻瓜式 WordPress 网站备份 & 搬家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all-in-one-wp-migration/

 【图文结合】一键备份 WordPress 网站数据教程，超简单 https://www.kiwimore.com/website-backup-method/
3.9 All in one WP Migration
 All in One WP Migration 无法上传网站备份文件怎么办？https://www.kiwimore.com/all-in-one-wp-migration-import-file-failed/
 如何移除 All in One WP Migration 插件 512M 的上传限制 https://www.kiwimore.com/all-in-one-wp-migration-unlock-unlimited-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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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站维护
网站做完之后，只要你的域名和空间没有过期，你的网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事实上，在后台，网站系统
无时不刻的在运转着，网站程序也在不断的升级，与之相应的配件如主题和插件也在不断的升级，如果你不进
行维护的话，这些升级就没办法完成，久而久之，你的网站内部就生锈了，运转也越来越难。
所以网站做好之后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更需要经常性的进行维护，这样网站才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
态。阅读下面的文章，你将会对网站维护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4.1 定期维护工作
 外贸网站日常维护之网站升级

https://www.kiwimore.com/website-update/

4.2 网站安全维护
 外贸网站为什么要保持低调?

https://www.kiwimore.com/protect-website/

 WordPress 网站忘记密码怎么办 https://www.kiwimore.com/wordpress-forget-password/
 如何给 WordPress 网站修改密码 https://www.kiwimore.com/wordpress-website-change-password/

4.3 网站内容维护
 【Avada 主题】wordpress 后台操作简易教程-Post 篇 https://www.kiwimore.com/edit-wordpress-post/
 【Avada 主题】wordpress 后台操作简易教程-Product 篇

https://www.kiwimore.com/edit-wordpress-product/

4.4 网站速度优化
 WordPress 网站后台打开速度慢怎么办？

https://www.kiwimore.com/wordpress-backstage-speed/

 如何把 wordpress 网站速度优化到 2 秒以内

4.5

https://www.kiwimore.com/wordpress-performance-optimization/

网站问题及流量检测

 如何使用谷歌分析工具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analytics/

 如何使用谷歌站长工具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webmatser-tool/

五、客户案例
Kiwi 是从 2017 年 4 月份开始帮客户建站的，一路走来，通过客户案例版块记录了这一路帮人建站的心情，
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刚开始做网站的时候，其实对 B2B 网站的需求感触并不深，总会以外贸 2C 的思维套
到 2B 网站里面。通过这近 2 年的实践，2B 网站的设计思维才日趋成熟。网站的设计也日趋精进，这再次让
我感慨，只懂建站技术是做不出好网站的，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真正做出一个既符合客户体验，又满
足 SEO 需求的网站出来。感谢这一路客户的信任和相随！
5.1

2018 年案例

 最看好的机械产品的合作总结 https://www.kiwimore.com/machine-case/
 这种合作可以多来几次

https://www.kiwimore.com/phone-website/

 做了一个具备 B2C 功能的 B2B 站

https://www.kiwimore.com/jeny-website/

 一个域名引发的网站血案 https://www.kiwimore.com/domain-problem/
 LATE! 迟到的网站交期

https://www.kiwimore.com/sally-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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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7 年案例

 工厂人的专业性

https://www.kiwimore.com/beite-jianzhan-case/

 最明智的展示站方案 https://www.kiwimore.com/best-display-website/
 Earnest 是个值得我学习的外贸老前辈

https://www.kiwimore.com/earnest-waimao-website-case/

https://www.kiwimore.com/third-customer/

 从这个客户开始。。。

 是谁助长了你的坏脾气？ https://www.kiwimore.com/bad-temperament/
 Page 做产品页面是什么体验？ https://www.kiwimore.com/product-page/
 老客户的沟通优势

https://www.kiwimore.com/old-customer-communication-advantages/

 沟通是个体力活

https://www.kiwimore.com/important-communication/

 快速合作是个什么体验?
 第一个返单客户

https://www.kiwimore.com/fast-cooperation/

https://www.kiwimore.com/second-customer-case/

六、谷歌 SEO
网站做好之后，获取询盘就是接下来的目标及工作内容。但是很多外贸人网站做好之后，就放在那里了，没有
让网站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这点是很可惜的。谷歌 SEO 对外贸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时间又有限，所以
大家往往有心而无力。其实 Kiwi 是不推荐大家把获取询盘的希望都放到谷歌 SEO 上面，也不希望大家深入去学
习 SEO，因为这确实是一门比较深的学科。但是了解一些基础的 SEO 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维护网站，还
可以让你识别怎样的 SEO 服务是靠谱的，如果外包也不至于被骗。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知识运用
到你的网站上确确实实是可以给你带来询盘，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的。
6.1 识别靠谱的谷歌 SEO 服务
 你的外贸网站真的可以做谷歌 SEO 吗？
 你外包的谷歌 SEO 服务靠谱吗？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seo-website-features/

https://www.kiwimore.com/right-seo-solution/

6.2 谷歌 SEO 教程
 【经验之谈】谷歌 SEO 一般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seo-workload/
 如何做好谷歌 SEO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seo-way/

6.3 工具 & 方法
 外贸人必备的写作工具推荐

https://www.kiwimore.com/write-tool/

 外贸网站长尾关键词挖掘方法

https://www.kiwimore.com/long-tail-keywords-explore/

 如何分析同行网站流量

https://www.kiwimore.com/analysic-competitor/

 如何删除已被谷歌收录的 404 错误页面

https://www.kiwimore.com/404-page-problem/

6.4 内容管理
 外贸 SOHO 如何给网站写软文 https://www.kiwimore.com/soho-write-excellet-blog/
6.5 Kiwi 优化案例
 我是如何把外贸建站博客做到谷歌 SEO 首页的 https://www.kiwimore.com/seo-case/

6.6 优化入门思维
 外贸 SOHO 如何给网站做 SEO?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seo/
 外贸 SOHO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推广方案？
 外贸网站如何快速提升流量?

https://www.kiwimore.com/good-website-effect/

 为什么别人网站一上线就有询盘？
 免费 B2B 平台还值得注册吗?

https://www.kiwimore.com/choose-marketing-method/

https://www.kiwimore.com/get-leads-reason/

https://www.kiwimore.com/how-to-use-free-b2b-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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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贸 B2C
如果你对 B2C 感兴趣，想建立属于自己的 B2C 零售品牌，则可以关注这个版块。B2C 也是 Kiwi 的老本行，
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技术上，B2C 都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由于现在 Kiwi 是对 B2B 的操作感兴趣，Kiwi
建站笔记也是偏 2B 为主，在未来，我会慢慢的完善这个版块。这十年间，B2C 的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Kiwi 会在这里分享最容易入门的技术，让那些想建立自己的网上店铺的外贸朋友可以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
式建立并维护好自己的 B2C 商城。
 外贸 SOHO 怎么做 B2C 才能赚到钱

https://www.kiwimore.com/waimao-b2c/

 最详细的 Shopify 店铺注册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shopify-zhuce/
 优秀 Shopify 外贸 B2C 网站欣赏 https://www.kiwimore.com/good-shopify-b2c-website/

八、关于外贸
有一些好的外贸文章，Kiwi 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所以一并转载到自己的博客上来了。另外则是 Kiwi 自己
的一些关于外贸的见解，毕竟 Kiwi 的终极目标是想建立自己的 B2B 项目，现在再回顾这些文章，都比较浅，
但是当时确实也是有用的，也希望这些比较浅的文章对初学者有用吧。
 Google 搜索客户技巧 https://www.kiwimore.com/google-search-customer/
 【转载】海关数据怎么用？

https://www.kiwimore.com/use-date-find-client/

 外贸 soho 如何寻找优质供应商?https://www.kiwimore.com/how-to-find-supplier/
 外贸开荒牛应有的平台意识
 如何选择外贸 B2B 平台?

https://www.kiwimore.com/trade-platform/

https://www.kiwimore.com/choose-b2b-platform/

8.2 外贸工具
 【 转 载 】 自 己 搭 建 科 学 上 网 工 具 （ V P N ） （ 密 码 ： kiwimore520 ）

—

密 码 保 护

https://www.kiwimore.com/kexue-shangwang-tool/
 外贸人必备的泛邮箱配置教程 https://www.kiwimore.com/catch-all-email/

九、工作总结
Kiwi 希望每一年都能记录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样会让我更加理性的看待自己的工作，找到不足，弥补
不足，让自己在未来的一年做得更好。关于建站这个项目，一开始并没有很长远的打算，无非就是学习 2B
经验而已，不知不觉坚持了两年，让我受益颇深。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自己能做的更好，能更好的解
决别人的问题，给别人带来更好的体验，也希望能为这个行业做点事情！
 2017 年 Kiwi 外贸建站工作总结 https://www.kiwimore.com/2017-jianzhan-summary/

外贸营销站建设 ｜建站技术支持｜网站二次开发

关于 Kiwi
外贸老鸟，兼职建站人，SOHO 一族，资深 SeoER，外贸 B2C 从业者。本人从 2010 年进入外贸 B2B 行业，
一年后转型 B2C，在 2012 年通过经营外贸 B2C 网站卖假发赚取到第一桶金。现在有几个身份，某 B2C 小公
司合伙人，奶爸，兼职建站人， 外贸 B2B 创业者。

QQ: 3284025083
QQ 群：623426164（外贸 SOHO 交流群）
微信：kiwimore520
网站: www.kiwimo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