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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助力中国雕刻机 扬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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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目录

行业大势与Google营销趋势 

地域分布与需求特点详解

案例：雕刻机生产商如何通过谷歌广告拓展市场

雕刻机发力海外市场两步走

1. 网站：高质量的网站 + 视频内容提升询盘质+量

2. 谷歌广告账户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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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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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全球大势与中国出口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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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业看涨 — 百亿美金的大市场

2012-2017 年全球激光收入（亿美元）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中国激光切割/雕刻机的全球出口量占比逐步增长

● 中国出口占全球比例逐步
上升

● 总体比例仍小，机会尚多

● 欧洲比重下降，日韩猛增

Source: OEC atlas.media.mit.ed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jcRawM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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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激光切割/雕刻机出口去向

到2016年底，中国出口以东南亚为主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美国
作为唯一超过5%的出口目标地发达国家，量级逐年上升

Source: OEC atlas.media.mit.edu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光纤切割|雕刻机逐渐成为全球市场主力

 

光纤类产量逐年上升 低功率光纤类在美国市场的占比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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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激光器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因

全球行业应用的增长动力

日益增长的切割机/雕刻机应用领域的市场需求

持续发展的制造行业自动化程度

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产品更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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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行业应用的增长趋势

美国市场应用2014-2025 （百万美元）

欧洲市场应用2014-2025 （百万美元）

● 汽车(电动)零部件

● 电子电器类（消费电子产品）

● 航空航天

● 传统工业制造（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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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营销是全球市场的大势所趋
                                               到2021年，数字营销支出将超过所有其他营销方式总和

占营销总支出比例

增长率数字营销支出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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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2018年移动营销占比71.7%
2022年移动营销占比80.9%

北美地区

2018年移动营销占比69.9%
2022年移动营销占比77.1%

中欧东欧

2018年移动营销占比46.3%
2022年移动营销占比65.5%

中东非洲

2018年移动营销占比28.3%
2022年移动营销占比67.7%

全球范围：2018年移动营销预计占数字营销比重为67%，至2022年，这个比例将高达77.8%

移动营销呈不断增长态势

拉丁美洲

2018年移动营销占比52.9%
2022年移动营销占比77.5%

西欧地区

2018年移动营销占比61.4%
2022年移动营销占比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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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机/雕刻机借助线上营销的外贸新机会在哪？

为不同国家区域的不
同客户定制营销策略

● 拓展新国家
● 发现新客户类型

打造整体线上营销方案

● 网站
● 广告策略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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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区域的售特征 定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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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热搜品牌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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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搜索品牌榜 - 全球

激光Top品牌

● Epilog: 欧美，中量全球搜索

● Boss: 北美，少量英语国家搜索

● Trotec: 美欧拉非，中东亚洲上升中

● Trumpf: 德语区，南亚，中东

● Amada: 美国

● BRM: 德语区

● Golden: 拉美、东欧、东南亚

● Hans: 拉美、美国，东南亚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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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搜索品牌榜 - 欧美、拉美

● 美国品牌主导，德系有一定搜索量

欧美：  拉美：

● 美系品牌领衔，金运大族表现亮眼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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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搜索品牌榜 - 南亚、东南亚

● Trumpf居首，大族金运紧随

南亚：   东南亚：

● 美德中角逐，济南激光产业带上榜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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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搜索品牌榜 - 中东、非洲

● Trumpf居首，金运大族锐捷上榜

中东：  非洲：

● 德美角逐头名，锐捷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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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搜索分析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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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搜索分析 - 激光雕刻|切割

用户主要的需求

● 木材：雕刻 |打标需求仍然极大

● 价格为参考因素之一：特价 |二手

● 产品应用：金属&纸较多搜索

● 小机型搜索量大：迷你 |桌面|便携和个

人使用机型（家用 |兴趣）

● Neje(雷捷)：成功打入本地Hackday等

意见领袖群体，通过

Amazon，Gearbest等网站零售，搜索

量较高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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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搜索分析 - 激光雕刻|切割

用户主要的需求

● 价格极为重要

● 产品类型：光纤搜索占比较多

● Cubiio: 台企，售卖50X50 mm极小

雕刻机，在美国和印度搜索量较高

● 小机型搜索量大：迷你 |小型|便携

https://cubiio.muherz.com/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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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搜索分析 - 激光雕刻|切割

用户主要的需求

● 本地服务诉求高：搜索多包含地名

(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普敦...)

● 价格重要参考：特价 |价格

● 小机型搜索量大：桌面 |迷你|DIY

● Neje(雷捷)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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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搜索分析 - 激光雕刻|切割

西语： 葡语：

● 产品应用方向：金属  > 木材 > 玻璃
● 本地化搜索：葡语-里约|圣保罗|库里提巴；西语-智利|波哥大|墨西哥
● 西语区更常搜索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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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  一个中小企业的逆袭

● 2018第二季度的线上询盘量为2015同期的 5倍
● 平均单个有效询盘成本控制在4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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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会

-哪个市场有最好的机会？

-哪类客户最有潜力

目标与战略

-新市场开发

-现有市场新客发掘

-季节性与细水长流

人 营销策略

-潜在客户什么样？在哪？

-如何制定进入市场的整体推

广计划？

-如何更经济有效的获得客户

青睐

-自建线上营销团队

-借力第三方

-靠谱的顾问

-各个团队的配合

案例分析 — Google 帮助中型生产商做外贸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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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市场有最好的机会？

            南亚 + 中东 + 美国

           哪类客户最有潜力？

                 本地制造业客户

        

市场机会 目标与战略

1.目前较强的出口国家：印巴  — 增加询盘

2.测试和发现发现新国家机会

无法提供现场服务 

-- 定位代理商(独家 + 混合)

市场调研与确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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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客观数据确定市场机会

2.关键词搜索量：Fiber laser cutting machine -- 确定主推产品

3. 关键词搜索量Top国家 - 确定主推国家

1. 搜索Laser cutting machine，发现光纤类话题排名靠前

4光纤类产品主要话题-- 
指导广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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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

-关键词定位：印巴与中东的雕刻机代理

商（传统制造业）

- 本地化策略：符合当地用户搜索习惯对

广告语 + 阿语网站

-测主要产品，预计光纤类效果较好

- Google Adwords 多产品搭配

制定与调整营销策略

策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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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广告YouTube 广告 Gmail 广告搜索广告

Use Sales 
Animation 
Tool to get 

custom mocks 
for your client

Google Adwords 广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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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广告  让客户搜索信息时第一时间看到你的企业

CNC Laser Cut Machine CNC Laser Cut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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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展示广告  - 让客户在浏览其他网页时依然看到你的企业

2万+网站   > 90% 互联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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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广告在客户查阅邮件时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Gmail 广告可让广告主使用专为收件箱设计的一种新颖且

极富吸引力的广告格式来向 Gmail 用户投放精准定位的

广告。

定位方式：关键字、域名、行为特征、主题等

Gmail 全球用户超过10亿

75% 在移动端
Nexu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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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广告让客户观看视频时看到你的企业视频

Use Sales Animation 
Tool to get custom 

mocks for your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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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搜索广告

Gmail广告

再营销广告

YouTube广告

展示广告

Google
再营销广告

Google
再营销广告

Google
再营销广告

巧妙搭配谷歌广告方案  分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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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riven       数据驱动

Audience

受众

Automation

自动化

Attribution

归因

精准定位
多维属性

自动调整
智能拓展

自动匹配
利于分析

玩转谷歌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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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

-关键词定位：印巴与中东的雕刻机代理

商（传统制造业）

- 本地化策略：符合当地用户搜索习惯对

广告语 + 阿语网站

-测主要产品，预计光纤类效果较好

- Google Adwords 多产品搭配

制定与调整营销策略

策略升级

-南亚询盘量大且竞争，根据产能控

制量，部分服务终端客户

- 中东稳步增长

- 发现美国中端市场对光纤切割机需

求增长（新兴行业）

- 增加展示广告（低询盘单价）

- 与展会配合营销，打通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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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第三方营销团队 + Google顾问服务

充分的内外部沟通

销售与营销团队的配合

- 网站数据分析
- 广告数据分析
- 广告语调整
- 定位人群有效扩散

- 询盘质量确认
- 营销指导销售计划
- 新市场研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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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期望的广告投放结果

品牌名

品牌名

品牌名

国家：
-- 主力国家符合预期，代理商与终端客户双赢
-- 美国占比理想，利润高

关键词与品牌：
-- 品牌词搜索量占比最高，达到品效合一
-- 产品大词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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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会 目标与战略 人 营销策略

高质量 低成本 询盘 

更高端市场的切入

产品升级

整体规划带来良性循环

800+ 月询盘

开发出美国中端市场

例如：异型雕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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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线上外贸 —— 两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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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网站和视频，高效展示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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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互联网形象
用与时俱进的方式, 展示你的产品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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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激光行业的内容&服务示例

网站内容

详细的产品属性

明确的应用场景

技术优势细节展示

视频内容

视频更能提升产品的关注度

吸引终端用户和代理商的利器

其他服务

能够解决客户实际需

求的其他服务能力

在基本相同流量条件的情况下，选取不同网站，对比其样式和转化效果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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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第一类）- 基本产品图片和文字内容

公司2：+ 文字版可应用行业 & 少量成品图片公司1: 单一图片 + 产品属性文字描述  + 技术参数

转化率 + 20%，但成本依然很高

http://www.jnruijie.com/Marble-laser-engraving-machine/119.html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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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第二类） - 产品的大图展示和视频演示

公司3：+ 产品展示视频 、 Q&A 公司3：+ 有一定设计感的网页、产品细节大图投放成本开始可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v=RVJlh_e0Gck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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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第三类） - 网页的整体设计&视频质量升级

公司4: 更高质量的视频和文字描述，更贴近真人自动回复 公司4：更加详尽且高质量的产品细节描述转化率大幅提高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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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第四类） - 服务1: 应用专页

1. 罗列不同应用方向，让客

户快速找到适合的机型

2. 单页展示具体

应用案例，成品

和客户评价

3. 推荐该行业适合的

机型，附上联系方式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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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第四类） - 服务2: 产品的本地支持和售后服务

公司5：引导有本地服务需求的用户，到当地的服务团队 公司5:按照实际情况，在本地服务和营销方面，制

定和代理商|子公司之间的分工机制。

询盘数量的大幅
上升，以及预期
成交率的上升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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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内容 - 通过视频，在用户和代理商之中建立知名度

相比大族，金运在Youtube的运营
更为成功。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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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内容 - 通过视频，导流到网站上促进转化

60万次观看的激光雕刻视频
，导流到售卖的网站上

另外，针对观看过视频的用户，还
可以针对他们进行二次营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zsZMshm2k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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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内容 - 视频素材对比

成品效果演示 产品使用演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pketSbycc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uQxZqxmn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pY57F795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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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账户投放策略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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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巴总体为二类网站最佳转化国家

● 拉美流量费用低，通过网站升级和

小语种建设提高转化率

● 中东转化率总体较好，但因为投放

语言问题，投放量较少

● 针对美国市场部分企业有尝试，整

体转化不佳

地域投放效果一览 - 二类网站

CPC

C
VR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Proprietary + Confidential地域投放效果一览 - 三类网站

● 美国流量、转化率相比二类站大幅

提高

● 印巴依然为重要市场

● 通过网站升级和小语种，南美转化

率上升，整体询盘效果较好

● 中东转换率较好，并作为重要客户

来源
CPC

C
VR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Proprietary + Confidential小语种在成本上的优势明显

● 在转化率近似的情况下，同义小

语种的单次点击成本只有英语

关键字的1/2甚至更低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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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搜索竞争激烈，成本较高

● 无再营销广告

● 品牌词表现最佳，但流量较小

广告类型效果一览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Proprietary + Confidential账户调整效果 - 调整后

● 在采用展示广告并扩充流量之后，整体账户询盘增加60%，CPA下降43%



Sourc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Duis non erat sem

Proprietary + Confidential品牌词+产品词+竞品词；展示广告+搜索

Google
再营销广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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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国家和产品搭建的搜索广告系列

2. 利用产品词和竞品词，通过展示和Gmail带来更多的有效流量

3. 在中东，南亚，南欧市场尝试小语种推广，提高流量和转化

4. 创建Youtube频道并适度推广，让客户通过视频更加了解你

5. 针对上述所有项目带来的兴趣用户做再营销广告，促进询盘转化

建议总结



www.nuosem.comwww.nuorw.com

官网www.nuorw.com 培训www.nuos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