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拓展白皮书
LED产业

谷歌大中华区渠道销售行业拓展组



“ LED产业在我国已经属于成熟
产业，出口产品主要两大类
：LED照明和LED显示屏。本白
皮书旨在给出这两类的方向
性指导，供新进入此行业的代
理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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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行业几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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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行业相关

客户预算分配

广告类型搭配

营销效果预期

对应增值业务

账户上线及调整

客户沟通及培训

关键字查找定位

账户搭建与展示

数据分析及调整

账户提升及续费

营销效果总结

寻找upsell机会

复盘服务过程

锁定续费机会



行业数据更新说明

1. 行业数据

2. 客户跟进

3. 策略方案

4. 账户文案

5. 关键字词

6. 优化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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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内其他部分为行业通用设置，细分行业基本无差别
，可结合客户需求及自身产品包进行修改



行业了解及客户发掘

从哪里开始了解您的客户和他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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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市场规模了解

LED是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
之一。其出口量基本已经稳
定。其中LED照明需求持续
旺盛，LED显示屏需求则开
始向一些小间距显示屏等市
场趋势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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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市场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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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LED封装市场预计2020年将达

到190亿美元的规模

LED技术与其他新兴技术发展类似

，从最初期的技术更迭替换，到中

期的降低成本、提升性能，直至我

们现在看到更多的是关于

ecosystem的整合和新的应用方向



行业未来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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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YouMobile, CNET, TCL



LED照明市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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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照明市场已经有200亿美金的市场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LED替换光源仍然占比巨大，
将近3/4

Source: Penwell Analysis

从LED照明的应用分类来看，LED替换光源也是应
用的主要方向，但同时也可以注意到，也有其他越
来越多的拓展应用



LED行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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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LED行业和照明方案行业玩家

随着行业的发展，LED大行业框架也随着技
术的发展向新的方向迈进，例如下游产业中
系统集成，智能家居和大数据公司也开始成
为整个产业链的一部分



中国LED照明出口全球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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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日传统市场仍是主体，但同时金砖，东

盟，中东国家开始增多。欧美等发达国家因

其经济实力雄厚且节能环保意识较强, 一直

是我国LED照明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但
随着国际节能照明项目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 新兴市场国家LED照明市场呈现出

爆发式增长。



LED照明出口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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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中，波兰和俄
罗斯占据了最大的两部分。

东北欧和中亚国家占比较
多。

东南亚国家中越南，印尼都
占比超过6%。



全球LED灯进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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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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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芯片外延行业

扩产高峰，剩者为王，高度集

中。三安，华灿等龙头企业

纷纷扩能，产能之战在即。

产业向更高标准化和更大规

模化趋势发展

 中游LED封装行业

封装企业有一定的定制化需

求和渠道分散化的特点，所

以整体集中度相较上游企业

略低，同时国外的大厂的专

利技术红利逐渐被中国企业

追赶，国内厂商产能优势明

显。但是规模企业提高业绩

的同时也挤压了中小企业的

生存空间

 下游LED应用行业

两级分化，趋向集约，迈向百

亿规模。传统照明行业进入

LED时代后，客户需求多样化, 
产品类型多样化及市场渠道多

样化的特点更为突出，相较于

上游和中游企业，只能做到相

对集中。但是随着行业发展，

大型应用如景观照明，房地产

，酒店等集团采购越来越趋向

于集约化



LED照明行业出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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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从12年到15年增速

降低50%，16年已经出现了

负增长，可见我国LED照明产

品出口贸易已进入中低速增

长时期, 增长速度将持续放

缓。

出口增速放缓

我国LED照明产品出口以室内

照明产品为主, 但以庭院灯、投

光灯、舞台灯和路灯为主的室

外照明产品占比正逐渐增加。

此外出口总额较小, 以车船灯、

防爆灯、植物灯等代表的高附

加值产品增速加快，占比加大

出口产品结构

从出口市场来看, 欧美日传统市场

稳定发展的同时, 金砖、东盟、中

东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增长显著, 出
口市场范围逐步扩大, 向全球化均

衡发展。同时新兴市场如越南，巴

西，俄罗斯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

增长

出口区域结构



LED照明行业出口挑战与营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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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产品优势
优化产品结构

分区域分产品投放
完善标准体系
注重品牌推广  

出口增速放缓
技术主导加强 

成本优势丧失
市场竞争剧烈

技术存在壁垒
品牌意识不足 

近年来，我国LED照明出口已经进入
低速增长期，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
价格战为主的营销方式已经不适用。
企业对于技术的积累和产品的创新能
力才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LED照明产品出口面临着出口国不同
的认证、安全标准、准入制度等技术
性贸易壁垒，国内企业前期创新意识
不足，在技术上专利积累不多，多为
代工，缺乏自身的品牌意识

日益完善的行业标准使得制造成本上
升，同时国内的人口红利正在渐渐消
失，相对于东南亚，非洲等区域，国内
企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欧美等发
达国家的出口竞争激烈

营销方案应针企业的技术优势，增值
服务等亮点来进行推广。出口产品结
构除了传统室内照明，也应该多考虑
室外景观照明，舞台灯光，农业照明
等新兴应用方向

转变传统代工模式，积极推动标准体

系，实现从OEM到ODM到OBM的转

变。注重品牌营销推广，相对传统欧

美区域的已存在品牌认可度，可在新

兴市场加强品牌布局，实现品牌突破

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进行投放，投放
要注意产品与投放区域偏好和需求的
相关性，对欧美发达国家要符合标准
，并以此为产品营销卖点；对新兴市场
要以成本和质量平衡为卖点



LED显示屏行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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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技术 
$16B

LED显示屏
$5.1B

LED小间距
$1.14B

室内小间距 (P<=2.5)2017年市场规模11.41亿
美金，预计17年到2020年的GAGR约为12%。

应用方向可分为为广播应用，安防监控，商业
显示，公共及零售等四大方向，其中商 业显示
和公共方向将会是最快增长方向。

source：LED insider



中国LED显示屏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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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占比最大，因为除了本地的LED显

示需求，香港的低税率和海运繁荣也使得

它成为很多企业外贸的中转站。

美国依然是需求大国。越南，日本，韩国等

亚洲国家需求占比量大，其中越南作为新

兴市场需求增长明显。

欧洲中德国占比较大。



LED显示屏出口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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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中，亚洲国家
仍然是出口占比大的。越南
，印度占比超过两位数，马
来和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出口量占比都到5%

非亚洲国家中，土耳其和俄
罗斯也超过了5%。



全球LED显示屏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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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显示屏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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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芯片外延行业

扩产高峰，剩者为王，高度集

中。三安，华灿等龙头企业

纷纷扩能，产能之战在即。

产业向更高标准化和更大规

模化趋势发展

 中游LED封装行业

LED显示屏的芯片和封装器

件的高端技术目前仍由国外

大厂把持，但是国内企业已

经在中低端市场赶超。技术

壁垒较低的PCB板国产化程

度已经很高。国内厂商的技

术发展将在未来进一步降低

小间距屏等新产品的成本

 下游LED应用行业

显示屏行业从新兴产业发展

到如今的成熟LED时代后，

客户需求多样化导致产品越

来越强调“个性化”和增值服

务。搭配现下的互联网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配合

定制化服务来优化用户体

验。



LED显示屏出口趋势与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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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小间距产品优势 分区域分产品投放加强企业品牌推广  

小间距市场需求火爆  高低端产品配合体育赛事拉动需求 

随着技术的提升，小间距显示屏成
本进一步降低，走向室外和舞台租
赁成为可能。中国企业在这一波小
间距的爆发中也抢占了国际市场
先机

随着14年巴西世界杯中国LED龙头
企业显示屏的各种亮相，中国企业
已经在国际建立一定知名度。未来
国际体育赛事将有更多的显示屏
需求，从而拉动国内产业出口

国外市场中常规LED显示屏的需求
依然旺盛，例如巴西，印度等国

家。同时创意LED产品例如透明屏
，异性屏，格栅屏等这类高利润产
品在高端欧美国家也有需求。

营销方案应针对小间距技术优势，
企业产品和增值服务等亮点来进
行推广。发掘小间距市场的潜在国
家进行定向推广

注重企业的品牌推广，加强品牌塑
造，拓展企业的品牌认知度。

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进行投放，投
放要注意产品与投放区域偏好和

需求的相关性



全球趋势地图配合出口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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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LED的搜索热度主要集中
在欧美国家

其中LED照明相较于LED显示
的热度明显较高



全球趋势地图配合出口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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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搜索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型的应用例
如LED灯光面具，LED光球等趋势上升；在LED
显示中，品牌词相关搜索较多



LED照明Top 10搜索趋势一览

美国的搜索量最大。从两年来看，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有 类似的季节性变化，在夏季到秋季这段时间
升高，4月份则是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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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显示屏Top 10搜索趋势一览

季节性变化在美国，德国，日本，越南和法国都 较明显，每年的10月是高峰。不同的是越南在 1月和7月都有
季节性低谷。

印度最近两年一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26



常用在线出口分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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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 分析行业出口国家的潜在机会点：http://exportpotential.intracen.org/#/home

Macro Market - 关于国家和产品的宏观介绍：
https://macro.market/country/aschn?source=oec

Comtrade - 全球出口数据：
https://comtrade.un.org/

国家进出口可视化：
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chn/

谷歌商机洞察：
https://marketfinder.thinkwithgoogle.com/intl/en/
也可关注“谷歌营销商学院”公众号，快捷菜单查询

谷歌趋势：
https://trends.google.com/

http://exportpotential.intracen.org/#/home
https://macro.market/country/aschn?source=oec
https://comtrade.un.org/
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chn/
https://marketfinder.thinkwithgoogle.com/intl/en/
https://trends.google.com/


这个行业的潜在客户都在哪?

28

展会

行业协会

当地政府
外贸出口

专业网站

地图搜索

现有客户
延伸



我国LED Top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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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亮电子（苏州）

2. 凯耀照明（浙江）

3. 阳光照明（浙江）

4. 立达信 （厦门）

5. 生辉光电（江苏）

6. 宜美照明（江苏）

7. 光蒲电子（厦门）

8. 得邦照明（浙江）

9. 晟大光电（深圳）

10. 国星光电（佛山）

LED照明

1. 三思电子（上海）

2. 洲明科技（深圳）

3. 利亚德（深圳）

4. 联建光电 （深圳）

5. 锐拓显示（深圳）

6. 艾比森光电（南京）

7. 洛普（江苏）

8. 青松科技（陕西）

9. 迈锐光电（深圳）

10. 雷曼光电（深圳）

LED显示屏



行业营销规则摸底

Top企业 中级企业 小企业

外贸出口量 xxxx元  xx%  0.X倍

市场营销费用 出口量% xxx元 0.X倍

线上营销费用 营销费用% xxx元 xxx元

30

行业top企业通常是上市公司，可以从
财报年报中了解信息。中级企业和小
企业的规模通常是行业领军企业的
1/100~1/1000，可以根据其他行业经
验值预估，也可以通过谷歌渠道经理
获取一些相关经验值。更重要的是，
在和潜在客户沟通的过程中多了解



LED行业营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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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LED企业做营销通常是线上营销和线下营销同时进行，
通常线下的展会是营销占比大的支出，而线上则是用于发掘
新市场机会点。

对于大型企业，通常产品较多，针对不同的市场和区域投放不
同的产品是常见的战略，因此营销要注意配合客户的产品。线
上营销可以配合线下渠道同步进行，还可以配合展会等。完整
的营销方案和全面的框架将是客户在意的重点。

对于中小型企业，线上营销更侧重性价比。客户往往预算不能
覆盖太多区域，更在乎挖掘新的市 场机会点。因此数据分析挖
掘蓝海等会帮助赢得客户信任。



行业重点客户跟进

如何更好的把握客户？

32



98,765,321
了解客户目标和大概预算，根据自身产品包

定位目标客户

33



如何逐步跟进客户

34

客户沟通前 仔细倾听 深入挖掘

暖场问题建立信任，多
为一般疑问句，关键问
题基于前期研究，多为
开放式问题：

员工数量

企业周转情况

线下的广告花费

B2B/B2C
是否有涉足其他行业

企业是否需要在线营销

倾听不是为了说话，一
下四种方式占比应该由
多至少:

通过倾听了解客户的生意，

财务数字，相关事实

通过倾听了解客户的情绪和

心理

通过倾听来想下一步说什么

通过倾听来看客户反应是好

是坏

通过前期的问题和聆听
，进一步发问，了解客
户的目标和现状：

拓展型问题：在当前情况下

拓展思路发问

比较型问题：通过不同环境

的比较来发问

演绎型问题：通过设定情景

场景来发问



分层了解客户的目标和相关决策人

35

Media

相关者：市场部，广告公司，代理商
目标：客户覆盖面，市场覆盖度
kPI：询盘，CPC

3

Campaign

相关者：具体的执行人员，外贸经理，优化
师
目标：听众和竞价，询盘，ROAS
KPI：CPC, CPA, CPM, ROAS

4

Business

相关者：CEO，投资者
目标：增加盈利能力
KPI：毛利，ROI

1

Marketing

相关者：营销主管，市场部主管，CMO
目标：提升客户忠诚度，提升品牌认知，增
加新客户
KPI：销售额，利润率

2

可以根据公司情况采取从上至下或者是从下
至上的顺序接触关键客户，了解每个层级客
户的目标，建立专业同时又有个人的联系和
互信
同时要了解，根据客户企业的大小，这里可
能多层也可能一层



行业客户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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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沟通前 仔细倾听 深入挖掘

客户有多少员工？

客户企业是否有网站？是否有电子

商务？

客户主营的设备产品是包括照明和

显示屏么？

客户大概的LED出口规模是？

搜寻其他平台看是否有客户的在线

广告

客户是否是相关的LED行业网站的

会员企业？

您的企业的年营业额是？其中出口

占比？

您每年是否有参加行业展会等推广

方式？是否有固定的线下销售渠

道？行业展会的营销目的是？

贵企业的产品的卖点是什么？是否

有针对不同市场区域的不同产品？

例如LED曲面屏，小间距屏等？市场

区域是否有对应的相关服务？

您之前是否有了解或者做过在线营

销？

您觉得目前咱们企业推广营销的痛

点是？

假如将您现在的营销费用做多渠道推

广，用于获得更多询盘，您觉得是否可

行？

如果相比同行，您的企业在营销上缺少

线上这一渠道，您觉得是否对拓展市场

有影响？

基于咱们企业过去的市场营销方向，如

果谷歌帮助您发现了新的外国出口市

场，您是否选择参加当地国家的展会？

费用方面是否有考量？如果线上可以

直接获取询盘呢？



行业客户方案准备

什么是抓人眼球的方案

37



客户方案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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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周期规划预算

客户营销目标

结合行业客户
情况制定方案
（产品包）

客户痛点解决

效果预期管理与
ROI （非承诺）

Google Ads方案

代理商特色增
值业务



产品方案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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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月均询盘

B2B行业通常询盘量有
一个累积过程，前期投
放阶段主要是对账户表
现做了解和增加流量。

产品包价格可以分阶段
分预算

询盘量
投资回报率
品牌营销

客户营销目标：
根据营销费用核算以及
实际询盘量和签单金额
来核算投资回报率

对于大中型企业
品牌营销会是营销的

重点之一

CPC, CPA
品牌认知

后期在有流量的基础上
针对Google Ads推广方
案做进一步优化，争取尽
可能低的CPC和CPA

品牌营销需要有良好的
产品素材和预算规划

善用增值业务



以行业趋势来定制营销策略-B2B平台电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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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LED公司生产实力和整合供应链的能力不断完善，一些产品类别分布较广的企
业，开始走网站平台化的路线，以更快速地拓展市场

平台化优点：
● 更容易快速触达中小型客户
● 能快速增加询盘规模
● 使用更多Google Ads解决方案

有效的扩大规模

平台化的挑战：
● 对网站质量要求高
● 对物流配送和供应链要求较高
● 对营销人员和内部协调要求较高 



B2B最佳网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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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示，减
少令人分心的
地方

使用安全步骤
赢得信任

增加购物车的
可视区域

显示步骤，
逐步引导

简化表格



B2B电商平台策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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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会

-平台站的引流来源？

-平台上的产品分类是否

对应市场？

目标与战略

-产品与目标客户匹

配

-如何保留客户？

-季节性与细水长流

人 营销策略

-善用搜索，Youtube等多种

营销渠道配合

-电商平台发展策略

-平台的管理

-借力第三方

-靠谱的顾问

-各个团队的配合



以行业趋势来定制营销策略-B2B专业化

43

专业化主要从两个纬度来分析：功能性的深化和应用场景。而数字化、智能是未来的总趋势

功能特点
● 智能照明
● 特种照明
● 农业/植物照明
● 冷链照明
● 工业照明 

应用场景：
● 路灯（智慧）/隧道照明
● 景观照明
● 汽车照明
● 室内（家居/办公）照明
● 娱乐照明

性能特点
● 小间距
● 柔性材料
● 裸眼3D

应用场景：
● 演播厅展示
● 大屏曲面显示
● 裸眼3D高清电视
● 安防监控

照明

显示屏



B2B专业服务化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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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主页面和子页面层级清晰

从客户访问需求设计分级

内容

展示客户感兴趣的内容

产品详情介绍

成功案例介绍

售后专业服务介绍

互动

询盘和议价功能要快捷明显

吸引客户订阅更多内容

流畅

注重页面加载速度

设计要清晰大方

移动端体验



B2B适合的产品概念及呈现形式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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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广告
字词/词组/搜索结果页匹配；
销售/潜在客户/网站流量

Use Sales 
Animation Tool 
to get custom 

mocks for your 
client

标准展示广告
受众群体/新客户；自动化

/转化

            视频广告
Trueview插播/视频发现/

导视广告

Gmail 广告
Keywords + 

custom affinity + 
customer match 



以行业趋势来定制营销策略-B2C本土化

46

影响科技尝鲜族

让关注科技产品的用户找

到你，积累用户

让大众消费者购买

触及更广泛的本土大众消费
者，进一步打造品牌



逐步影响科技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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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定位 - 覆盖喜欢科技尝鲜族 

                     使用 Google 展示广告  

                     快速覆盖科技爱好者  

获取更多用户 - 让科技尝鲜族找到你

                              使用 Google 搜索广告

                              让搜索你的尝鲜族 找到你

  

第一步 第二步

营销目标

用户状态 科技尝鲜族还不知道你 

科技尝鲜族对你一片空白  你需要主动覆盖

他们，让他们看到你

科技尝鲜族开始搜索你

科技尝鲜族开始关注你的品牌和相关 产品。 

他们会开始主动搜索你



使用YouTube覆盖大众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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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尝鲜族

让尝鲜族成为专家

创立免费YouTube频道，

让尝鲜族直观了解产品

影响科技迷

让种子用户为你代言

鼓励尝鲜族上传DIY或使用视频

，为你创造内容

覆盖大众消费者

让大众成为你的粉丝

找到有购买潜力的大众消费者，

刺激购买需求



使用智能购物广告覆盖大众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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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展示广告网络 YouTube Gmail



产品方案样例

50

搜索关键字广告

展示网络关键字广告

展示再营销广告

智能购物广告

希望拓展销路
希望增加盈利

Youtube视频广告

搜索再营销广告 

Gmail广告

基础产品包

网站优化服务

移动建站服务

视频拍摄服务

创意素材提供

网络达人服务

传统客户刚接触电商
网站不理想，视频不会拍

网站翻译服务

清关报关服务

外贸知识培训

线上营销课程 

增强产品包

可选优化包

增值业务包

希望提升品牌知名度
希望提升客户忠诚度

B2B行业外贸新手
没有专业外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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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阶段回顾

首先 然后 再来

避免一上来就推广方案
，接触客户前先做好：

客户的组织架构是什么

客户的外贸规模是多少

客户的营销目标是什么

客户当前痛点是什么

客户的营销预算是多少

客户在营销上的需求

海选客户期间，行业相
关数据和过往经验能帮
助建立互信：

通用的行业数据展示

该行业的通用营销方案

相比竞争对手的不同

过往成功经验展示

通过前期电话邮件等沟
通确定高意向客户，进
一步敲定意向：

定制化方案涵盖客户信息

该行业的通用营销方案

针对客户痛点目标

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账户上线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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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文案撰写

53

Final URL：准备投放的着陆页

标题一：直接表明公司的品牌，简单介绍（30字符）

标题二：公司简介+公司地位（地区影响力）（ 30字
符）

描述：推广产品的卖点（参数，规格，使用范围等）+ 
服务专业等信息



文案用词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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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词

CTA: Buy CTA: Find CTA: Act Urgency Shipping Exclusivity Superlatives

Buy
Get

Save
Browse

Shop For
Purchase

...

See
View
Find
Read
Learn

Explore
Find Out
Discover

Try
Call

Book
Apply
Renew
Reserve

Download
...

Now
Today
Online
...

Free S/H
Free S&H
Ships Free

Free Shipping
Free Shipping  

and/&/+ Handling
...

Only at
Exclusively at

...

#1
Top
Best

Highest (Rated)
...

造句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企业 产品 售后 其他

强调产品质量 强调价格优势 公司资质 功率、色温、光效一致性 质量保障期长 ...

国际认证 一站式服务 生产能力 检测性能好 退换维修简单 ...

售后服务 免费接送来访 技术团队规模 试验效果活跃 运输、包装安全 ...

24小时答疑服务 起定量 业界优秀合作案例 应用领域 售后支持团队规模 ...

环境友好型 付款方式 展会信息 散热能力好 运输方式 ...

定制化能力 发货速度 交付能力 光效与光通量 易于安装，操作 ...

发货速度 厂家直销 企业荣誉 使用寿命 发货速度 ...



优质关键词查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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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词规划师：帮助您寻找优质的关键词 2.客户邮件往来的措辞关键词



优质关键词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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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标杆企业网站用词
（广告文案措辞也可以用）

4.第三方关键词工具拓展



优质关键词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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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采购商最常搜索的词汇，建立词库：

● 产品相关词： 产品型号、设备名称等

● 产品功能词： 产品使用场景等

● 品牌相关词： 公司品牌词汇等

● 规格相关词： ISO Certified , ISO9001 Certified 等

动态搜索定位：

如采购商搜索词和您网站标题常用词相关，Google Ads 将自动组合

这些词作为您的广告标题，提高采购商的点击率。



行业热门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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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类 品牌型号类 How to 类

led panel arduino led el semaforo

7 segment display halo led plmv

led light board liantronics scrolling

60x60 led panel ikea led panel marquee sign

led signs absen led el semaforo salsa choke

led wall 8x8 led matrix diy led panel

micro led display p10 led module led fan

led scrolling display liantronics telebimbam

outdoor led signage display spintv

led matrix neon led signs led wall



账户不同周期监控策略

59

预算检查，消
耗均衡

转换询盘监控，整体
优化思路确定

是否达标，客户效果
沟通，改进调整

投放策略沟通，upsell，满
意度调查，续费沟通



数据分析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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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Google Ads广告数据以及结合Google Analytics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不同维度的解析（网络，点击类型，国
家，时段，流量来源等），得出投放中的薄弱环节，进而优化，将网站和广告投放效果最大化。



性价比（不要盲目花钱）

61

对比搜索网络和展示网络效果，无论是前期刚上
线的账户还是中后期想要稳定询盘的客户，网站
优质流量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账户通病如下：

1.搜索CPC高，流量低，转化少，CPA很高；

2.展示无转化，一直在烧钱；

解决方案：

1.修改网站，着陆页体验及产品卖点调整

2.展示拉量，细分受众list，搜索做RLSA



投放中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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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账户投放一周，每日预算花不完，流量很低，该怎么办？
● 检查步骤：1）账户是否还有余额；2）广告系列设置是否正常，广告是否有被拒登；3）是否是搜索量低，导致广告展示次数很

低，如果是，建议调整关键词选择；4）出价过低也会导致流量少，预算花不完的情况； B2B行业一般搜索CPC：10¥ ；CTR：5%
（仅供参考）

2.投放一段时间，转化情况很好，但是之后网站有调整，转化极速下降，请问是怎么回事？
● 1）着陆页是否有调整，关键词与着陆页之间的关联性（ad relevance会重新考量），广告排名也会重新调整；2）页面上的转化

代码是否依旧记录转化，很大程度上，代码丢失导致转化下降

3.关于衡量B2B的效果：除了转化安装在“联系我们”或者“在线留言”页面，是否有更好的衡量关键字或者国家效
果的量化方法？
● 有。网站操作：购买，注册，其他操作等。致电：直接通过您的广告致电、拨打您网站上的某个电话号码以及点击您移动网站

上的某个电话号码。导入：在线开始执行但在线下完成的客户活动，例如客户在线点击某个广告并提交联系表单，之后在
您的办公室签署合同。

4.客户目前询盘很稳定，如果想要提高账户效果和预算，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
● B2B行业最佳做法：前期Search+GDN（Gmail）=> 中后期Search（RLSA搜索再营销）+GDN（Gmail），展示类广告CPC较搜索广告便

宜，所以通过前者带动网站流量，进而通过细分网站流量受众制定搜索再营销广告，将预算花在刀刃上。



上线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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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产品
配合策略

-Search, Display, YouTube

等同步投放

-根据行业趋势制定投放策

略，细分受众

-推动RLSA转化

关键词

-多渠道拓展

-针对不通产品，不同

地区，不同人群，细分

整理相对应关键词

文案

-突出公司品牌

-展示产品卖点，核心

竞争力

-号召性用语，物流信

息等



账户提升及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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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指标（按产品分类）

65

● 转化次数
● 转化率
● 浏览型转化次数
● 辅助转化次数
● 跨设备转化次数
● 展示次数
● 点击次数
● 点击率

搜索广告 展示广告 视频广告

● 转化次数
● 转化率
● 观看次数
● 观看率
● 展示次数
● 点击次数
● 点击前往网站
● 订阅数

● 转化次数
● 转化率
● 浏览型转化次数
● 辅助转化次数
● 跨设备转化次数
● 展示次数
● 点击次数
● 点击率



LED照明Top 10国家CPC趋势一览

成本来看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较低，欧美普遍较高。欧洲中波兰较低，前十来看成本最低则是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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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Top 10国家CTR趋势一览

整体看来CTR差距不明显，发达国家整体CTR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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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显示Top 10国家CPC趋势一览

亚洲国家中马来成本较高

一带一路沿线的土耳其，印度，越南等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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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显示Top 10国家CTR趋势一览

比较看来，印度，土耳其，越南，德国，法国的 CTR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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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还应注意设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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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2%
的检索来自
移动端



网站不仅仅是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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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客户数据

● 访问来源

● 地理位置

● 兴趣习惯

● 年龄收入等

找到客户画像，对症下

药

网站搜索 

● 客户搜索的关键字

● 发现客户购买意图

        

     发现购买意图，

     调整产品

网页内轨迹

  

● 浏览页面

● 停留时间

● 跳出率

● 用户具体点击位置

  分析布局架构，

  改进购买流程、图片、

  按钮位置

网页内容互动

  

● 观看视频

● 下载文档

● 点击网站广告

● 点击小工具

  发现客户兴趣，

  深入互动，加强联系



网站-中规中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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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 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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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 心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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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ell - YouTube频道的上线和维护

75

Channel Content  Stg

频道特色板块策划运营

热门话题互动创意内容合辑

衍生内容素材剪辑二次创作

Channel Optimisation

视频批量快速上传

视频元数据编辑及SEO优化

频道整体平面包装

数字版权管理及维权

Analysis & Reporting

观看表现分析报告

观众特征及来源分析报告

视频互动表现分析报告

Channel Community Mgt

订阅户管理及社群互动

线上活动策划与执行

同步宣传最新创意活动

KOL Resource & Collaboration

目标市场 KOL 频道

目标市场 KOL 甄选

推广方案策划及成果反馈

Social Listening & Mgt

内容转化及多平台分发推广

社会化聆听及舆情跟踪总结

More Tech Support

多平台发布及跨境直播支持

多语言运营支持



Upsell - 从免费频道到收费广告

76

首页
包天广告最显眼流量大

搜索页
搜索LED类关键词出现

观看页
客户观看 5 秒可跳过，
看完 30 秒没点击不收费

频道页
相关LED使用、DIY频

道



利用归因建模提升广告效果

77

在线销售的成交过程往往十分复杂。在这个过程中，

客户会进行多次搜索并与不同广告发生互动。但是

在 Google Ads 中，默认选项是将转化全部归功于最终广

告点击，这往往不能全面地反映整个过程。 

利用归因模型，您可以将转化功劳分配给购买路径中的

各个阶段，借此优化广告的效果并更好地理解客户的行

为历程。 

购买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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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将目光局限于最终接触点，不如使用归因来分析整个
用户历程，从而获悉宝贵的数据洞见



利用归因建模提升广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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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归因模型对账户投放带来的效果，平均分配credit到相应价值较高的point上，合理选择归因模型
对于账户广告分析非常重要，否则搜索流量漏斗会越做越窄



巧用GA分析Google Ads账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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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自动标记您的广告

Why:  自动标记广告能帮助生成更多数据分析报告

2. 细分用户行为来更好地了解Google Ads的目标受众 （Advanced Segments)
Why: 为每一类用户传递最相关的信息及浏览最匹配的着陆页面

3. Layer GA’s secondary dimensions onto your Google Ads-specific GA reports 
Why: 次级维度帮助您分析获取高质量用户的设备、关键字、展示位置以及更多优质用户，可复制

4. 将Google Ads重要数据维度作为次级维度添加至GA分析报告中

Why:  通过报告中的多种发现来优化账户整体表现

5. 运用行业参考数据来判断您的页面在行业中所处的竞争情况 ( Benchmarking) 
            Why: 可用于外部竞争分析及内部投放表现对比等



分析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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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Lp/eCTR 网站 归因 GA

-CPA在可控范围内
，Impression share较
低，意味着关键词出价
有提升空间

-CPA较高的campaign
可以适当转移预算至
效果较好的campaign

从overall的角度来看
账户表现

-预期点击率表示关键
词的选择是否符合用
户的搜索意图，如果数
值较低，请重新调整

-Lp是所有外贸出口的
通病，落地页体验差，
没有用户想要的信息
，format逻辑混乱，容
易导致跳出率偏高

-网站整体架构是否完善
，内容是否充实，URL是
否规范等等

-SEO是否能够出现

-网站速度打开是否稳定

请参考SEO Top排名网
站借鉴，提升账户效果
的根本是改善网站以及
落地页体验

-网站流量达到一定的
threshold，通过归因
模型的对比，来分析
credits是否符合当前
的设置；分析哪些关键
词被低估了效果

-调整模型，调整关键
词出价，时刻注意账户
效果（归因模型调整后
，短时间内不要调整账
户，需要一段时间学
习）

-为RLSA做铺垫，受众
列表可以自定义建立

-funnel中分析用户在
整体购物的流程中，流
量大部分流失在哪一
步，进而调整某页面，
提升转化率

-若网站有站内搜索功
能，关键词拓展作为参
考



寻找账户提升机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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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覆盖面

● 关键词拓展
● 用户搜索词分析
● 提升广告展示份额

2.    改善ROI
 

● 改善转化
● 广告点击率提升
● 竞争对手行业数据对比

3.优化多款Google产品
 
产品使用率分析
账户健康状况分析

提升空间



寻找账户提升预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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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淡旺季，如果账户效果允许，在旺季之前和客户进行一轮pitch，尝试增加预算；
2.账户表现中，CPA出现下降拐点，并且在短时间内保持，由此得出是一个可以尝试提升的机会



报告模板和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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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分析03
● 闲时忙时流量分析 
● 转化情况时段分析

● 基于以上情况的预算调整建议

区域围度02
● 发达国家区域表现情况 
● 新兴市场表现情况

● 客户以及推荐的重点市场情况细节梳理

账户总览01
● 账户整体消耗

● 账户整体流量和询盘

● 账户的ROI



善用指标报表辅导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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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总览：

明显获得upsell的时机，花费上涨，CPA下降

此时不upsell，更待何时！

具体的细维度可以和客户再讨论



投放阶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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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维度进行分析，例如：比较不同归因模型之间的差异，查看是否有可优化的
机会，‘基于数据’归因模型可以有效反应用户转化过程中的路径权重分配

● 结合强大的Google Analytics分析功能，查看用户在到达网站后的一系列行为表现
，不同渠道之间的效果，购买流程中流量流失率等参数，可以有效结合SEM和SEO
数据给予账户以及网站最准确的分析，并且发现问题并解决

● 关键词，文案，着陆页优化，保证广告评级最优，获得高质量曝光
● 定期整理投放效果报告和客户进行沟通，查看KPI是否还有提升空间，制定下一

步投放计划，保证账户投放可持续性

● 通过一些列市场报告以及Google提供的工具，定位潜在投放国家
● 明确广告投放形式，针对不同广告制定投放策略

前期市场调研

投放数据分析

挖掘潜在机会

1

2

3



“拓展新行业只是开始，做好以
上以后您需要的是持续的行
业经验累积，才能更好的服务
该行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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