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拓展白皮书
玻璃器皿

谷歌大中华区渠道销售行业拓展组



“传统行业的在线营销需要了
解行业，了解客户痛点，同时
了解行业营销规则。优秀的方
案规划能力和增值业务能力
也能让拓展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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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行业几大阶段

3

行业情况分析

行业进出口情况

行业贸易指南

谷歌数据分析

行业搜索趋势

行业获客趋势

行业竞争趋势

行业网站

优秀网站案例

行业关键字

关键字选择

关键字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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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分析应该从了解行业的
市场空间开始，对于外贸行
业，最直观的数据就是海关
和统计局的信息。行业对应
的协会网站和论坛也有相关
信息。还要记得善用WTO工
具，做好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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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玻璃器皿（装饰、餐用）进口一览

Source: https://trademap.org/Index.aspx

美国是此类玻璃器皿的
主要进口国，德国进口
量也较大（7%全球份
额）。

https://trademap.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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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玻璃器皿（实验、药用）进口一览

此类玻璃器皿的进口分
布和装饰、餐用类玻璃
器皿相似，美国和德国
分别占有15%和9%的全
球份额。

Source: https://trademap.org/Index.aspx

https://trademap.org/Index.aspx


全球玻璃器皿（装饰、餐用）出口一览

全球出口$7.65B，其中中国出口$2.91B，占全球38%

Source: https://atlas.media.mit.edu



中国玻璃器皿（装饰、餐用）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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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出口到美国和
德国，与全球主要进口
国相对应。



全球玻璃器皿（实验、药用）出口一览

全球出口$801M，其中中国出口$78.8M，全球第三

Source: https://atlas.media.mit.edu



中国玻璃器皿（实验、药用）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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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的地区极为分
散，以亚洲、欧洲为主。



玻璃器皿（装饰、餐用）市场机会点-美洲

对于进出口体量最大的装
饰、餐用玻璃器皿类，美国
和加拿大的进口体量远大
于其他地区，然而增速放
缓，呈下沉趋势。

南美国家进口涨幅迅猛，
其中古巴，乌拉圭，厄瓜多
尔，和巴西去年的涨幅均
超过30%



玻璃器皿（装饰、餐用）市场机会点-欧盟

欧盟进口体量最大的德国，
英国在过去五年均有小幅下
滑。

波兰和克罗地亚虽本身体量
中等，在去年均有超过20%
的涨幅。



玻璃器皿（装饰、餐用）市场机会点-APEC

除了美洲国家，日本，俄罗
斯，中国和越南的进口体量
较大。其中日本和中国的增
速放缓，俄罗斯在去年仍有
7%的增长。

泰国是唯一去年增常接近
20%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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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X 玻璃器皿

行业的营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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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趋势查看相关产品流量

17近年来玻璃器皿的搜索呈平缓，而近十几年来呈降低趋势



全球趋势地图配合出口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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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美国的搜索极高



试验用玻璃器皿整体搜索一览

19

8% Q1'19的整体搜索成长 (与前一年相比)

44% 手机端搜索

53% 桌面端搜索

18% 单次点击出价变化(与前一年相比)



科研用玻璃器皿主要参数对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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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2019 的年比年增长 - Q1'19 vs Q1'18

查询 曝光 点击次数 单次点击出价 浏览广告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与去年同期相比

手机 18% ▲ 55% ▲ 23% ▲ 5% ▲ US$0.50 24% ▲ 15.9

平板 -6% ▼ 27% ▲ -2% ▼ 5% ▲ US$0.60 41% ▲ 18.2

电脑 2% ▲ 30% ▲ 1% ▲ 32% ▲ US$1.69 33% ▲ 12.5

整体 8% ▲ 42% ▲ 11% ▲ 18% ▲ US$1.03 31% ▲ 14.3



试验用玻璃器皿点击和CPC的季节性变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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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单次点击出价



科研用玻璃器皿月度变化趋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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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年中，CPCs 价值在$0.82-$0.97，峰值一般出现在8月

搜索量通常在9月到达顶峰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搜索

单次点击出价

56 92

US$0.82 US$0.97

⤓ ⤒

⤓ ⤒

⤓

⤓

⤒

⤒



行业网站案例

什么是好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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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网络商城上的网页元素对比

售后团队介绍



出口网络商城上的网页元素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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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一页的网页元素对比是什么？前者更
注重流程化标准服务，后者更侧重介绍自己
的定制化服务。
网页的布局，特别是外贸类网页，可根据自
身产品/服务特点来突出优势。



行业关键字

玻璃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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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器皿关键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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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搜索量更偏多于试验用仪器方向

搜索的关键词多为用品自身名称，但是不
同类别的玻璃器皿的拓展关键词属性略有
不同，例如家用的多为直接搜索，而科研
用会加上相关的元素和用途等



玻璃制品全球品牌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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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榜上多为家居设计品
牌，日常玻璃制品大部分
属于此类，例如芬兰的
iittala和法国的Fleux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实验器
材相关的，例如corning旗
下的costar品牌



北美玻璃器皿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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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多为各类器皿名称

主要是实验用器材和对应的品牌，家用装饰
类玻璃产品多数直接搜索相关名称，品牌词
较少

对于玻璃类制品很多时候也会和陶瓷材料
一次搜索



东南亚玻璃器皿主要关键字

30

相较于北美，东南亚的搜索更加集中在
实验用品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类
似玻璃物品的东西也常被一起搜索，例
如电视，屏幕等。

东南亚的搜索没有特定品牌偏好



印度玻璃器皿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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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搜索含有本地品牌词汇

同时搜索实验器材时多加上器材的形状用
途等具体描述词，搜索更细节化



欧州玻璃器皿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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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搜索多了比较大的例如eppendorf和
costar的品牌搜索，同时在实验器材的种类
上也更多样化。

与东南亚市场一样，搜索本地语言化，并且
对于实验器材搜索会和结合相关化学元素



拉美洲玻璃器皿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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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本地语言搜索特征明显

主要集中在实验器皿，除了常见的锥形瓶烧
瓶等，培养皿，表面皿等器材也属于常见搜
索



非洲玻璃器皿主要关键字

34

非洲的搜索本地品牌词占比较大，但是有一
些本地工艺品的品牌词需要注意屏蔽

同时对于有些实验器材，例如锥形瓶
，conical flask和erlenmeyer flask都是常用
关键字，注意涵盖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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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