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拓展白皮书
食品加工器械

谷歌大中华区渠道销售行业拓展组



“食品加工行业器械既有通用
设备也有专有设备，需要根据
客户设备的具体分类看市场
和竞争情况。本白皮书主要以
酿造设备和制冰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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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行业几大阶段

3

行业了解及
客户发掘
行业市场规模

行业企业分布

行业竞争情况

行业营销规则

行业重点
客户跟进
确定目标客户

客户营销目标

客户痛点问题

客户沟通技巧

企业优势凸显

客户方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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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关键字

4. 行业网站

4

白皮书内其他部分为B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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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加工机械是今年来出口
增长较大的行业之一。由于
食品加工机械分类较多，不
同类别的差异明显，所以本
白皮书旨在给出方向性指导
，具体行业的市场规模应根
据客户情况进行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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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行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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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机械   

● 干燥设备

● 分离设备

● 浓缩设备

● 灌装设备 

1 通用设备

● 包装设备

● 封口设备

● 裹包设备

● 贴标、喷码设备

3 食品包装设备

● 称量机  
● 泵阀

● 管件、轴承

4 实验设备及原料配件

● 酿造设备 
● 炊事设备

● 屠宰设备

● 调味品设备

2 专用设备



食品加工处理设备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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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出口占比大，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占据垄断地位。亚洲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出口多。



我国食品饮料加工设备出口top100

9

需求最大的仍然是美国，但是发
展中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印度，印
尼和越南等也占比很大。
全国地区中上海和广东出口量大
，其次是浙江和山东



食品加工处理设备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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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口量最大。从大洲分布来
看欧洲和美洲进口量较大，亚洲
主要是中国和印度。非洲新兴市
场需求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南非



通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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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冷却设备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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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是最大的 进口国，同时我国出口也占
全世界出口的13%，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加热冷却设备出口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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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传统欧美市场外，一
带一路的国家出口量也
较大。
澳大利亚是进口最大的
国家



制冷设备出口to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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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来看广东省出口量最大
，江苏，上海，山东其次
出口量前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
日本，英国



加热冷却等温度变化设备全球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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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俄罗斯是最大进口国，其
次是德国。传统发达国家的欧美
市场都占有1%-5%的份额。需要
注意的是，印度作为新兴市场，
已经赶上了传统欧美市场的需求
，占据全球2%的进口份额。



分离设备出口to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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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东，天津，江苏为出口重
地
除去美日韩发达国家，印度，巴
基斯坦和越南等亚洲发展中国家
需求也多



分离过滤净化设备全球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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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最大进口国，其次是
中国和德国。加拿大，澳洲，墨西
哥和俄罗斯以及西欧的进口需求
也占一定比例



专用设备

18



酿造设备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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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的酿造设备($714M)
出口国是德国，占了超过全球
一半的出口量，中国位列第二
($113M)，整体出口也呈上升
趋势。



中国酿造设备出口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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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的分布中，墨西哥和
美国占比最大，非洲市场主要
集中在埃塞俄比亚和南非，澳
大利亚，越南和韩国也有一定
占比



酿造设备全球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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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是最大的进口国，美国
其次。非洲市场中尼日尼亚占
了全球8%的进口份额。其他
如加拿大，澳洲，俄罗斯和巴
西等都在1%-5%的量级



饮料及食品灌装设备出口to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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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来看上海出口量最大，
广东次之，浙江和山东量也较大
出口量前三的国家分别是泰国，
印度和印尼



饮料及食品灌装设备全球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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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然是进口大国，拉美，加
拿大、西欧、俄罗斯和澳洲进口
量也较大



全球趋势地图配合出口数据使用

24

从食品加工机械的整体搜索趋
势来看全年无明显可寻趋势。
该行业包含的子行业众多，需
要根据各子行业具体进行趋势
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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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加工行业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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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出口概况： 2016年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进出口总额66.40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8.85%。其中，食品机械进出口总额25.7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2.03%；包装机械进出口总额40.67亿美元，同比增长-6.74%。但是同时随着一

带一路的提出和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行业也有一些利好因素

在线营销热度：食品和饮料加工行业属于传统行业，客户对于在线营销的接触不

多。同时大行业整体的搜索量上看全年并无明显的季节特征，搜索趋势起伏不定

，需要根据客户的市场经验和产品特征来指导进行趋势了解。

市场竞争和营销规则：行业集中度不高，中小企业众多。小型企业出口难度大，产

品单件价值不高，营销也是难题。从需求上看，传统欧美市场是进口大国。其中通

用设备中新兴市场如东南亚需求量也较大；专用设备出口情况复杂，以酿造设备

为例，拉美和欧美国家需求量大。

行业潜在资源：食品加工机械行业和食品包装设备行业是该行业两大分支。相关

的工业机械网站和食品加工网站都可以寻找行业客户。



常用食品加工行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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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fiis.org/
中国食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http://www.chinafpma.org/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

http://www.cpmin.com/index.aspx
中国包装机械门户

https://www.tech-food.com/
中国食品科技网

http://www.foodjx.com/
食品机械设备网

http://www.foodmach.cn 
食品机械网

https://www.sjgle.com/
食品加工在线

http://www.cfiis.org/
http://www.chinafpma.org/
http://www.cpmin.com/index.aspx
https://www.tech-food.com/
http://www.foodjx.com/
http://www.foodmach.cn/%E3%80%81
https://www.sj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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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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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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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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加工机械行业营销现状

30

食品加工机械行业由于类别较多，难以根据一个行业标准来
衡量不同子行业的营销情况。

该大行业内每个子行业的企业分布众多，较少垄断企业。中型
规模的制造企业出口额在千万美金级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行业属于传统制造业，企业多数推广采用线下展会的形式。营
销费用上线上和线下占比悬殊。

在我们了解企业的营销费用时，要了解客户的产品客单价和
展会等线下营销费用，并根据这些来调整建议客户对线上营
销费用的预算。



行业重点客户跟进

如何更好的把握客户？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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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如何逐步跟进客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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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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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酿酒设备为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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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主营的设备产品除了酿酒设备

是否还有其他？

客户大概的酿酒设备出口规模是？

搜寻其他平台看是否有客户的在线

广告

客户是否是相关的食品加工行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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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企业的酿酒设备的特点是什么？

相对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比较呢？

您之前是否有了解或者做过在线营

销？

您觉得酿酒设备最难推广营销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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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我们发现了新的外国出口市场，您觉

得是否参加当地国家的展会能帮助我

们成功拓展市场？费用方面是否有考

量？



行业客户方案准备

什么是抓人眼球的方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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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分段
月均询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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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认知
后期在有流量的基础上
针对 推广方
案做进一步优化，争取尽
可能低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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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方案（酿酒设备）

39

2 Months 3-8 months 8-12 months

测试网站，测试关键字，
测试素材，摸清流量

帮助客户了解熟悉在线营销

增加询盘，增加流量，
优化营销方案，

帮助客户获取销售线索和更
好的ROI 

优化提升，多方案拓展，
进一步拓展市场，树立品牌

搜索广告

再营销广告

YouTube品牌营销展示广告

YouTube效果营销

100/天 150-250/天 300-500/天

阶段

预算

目标

形式 Gmail广告

2-3个国家 2个区域/5-6国家 根据机会点多区域投放地域



产品方案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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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关键字广告

展示网络关键字广告

展示再营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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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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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产品概念及呈现形式灌输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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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网站产品目录搭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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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食品加工设备（campaign 1）> 食品饮料灌装设备（Ad 
Group 1a）> 关键词

酿造设备（campaign 1）>     糖化过滤设备（Ad Group 
1b）> 关键词



Source1: 利用Google Trends查看产品趋势定位市场

45

2.关键词搜索量了解热门产品定位及用途

3. 关键词搜索量Top国家 - 确定主推国家

1. 搜索 beer brewing，发现主要集中的主题是啤酒厂商
，地区大多是美国



优质文案撰写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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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信息（优惠或者价格上的优势）



Sour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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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3: 优质关键词查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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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专业性较强，关键字考虑专业性

49

以啤酒酿造为例，生产啤酒设备通常有：

1． 原料粉碎设备Materiall milling equipement
2． 糖化过滤设备 Mash-filtering equipement
3． 发酵贮酒设备 Fermenting and storage equipement
4． 硅藻土过滤设备 DE filter
5． CIP清洗系统 CIP cleaning system
6． 制冷系统 Refrigerating system
7． 水处理系统 Simple water treatment sysyem
8． 相关的电气设备 Related electrical equipment

有需求的搜索通常会针对非常具体的设备型号，因此要账户的关
键字选取要多和客户进行沟通，同时也要兼顾一般性搜索词



Reference：南美ice machine（热门词）

50

Joinville是巴西的一个城市，意味着这个对
ice machine这个行业有比较强的热度；

品牌上，德国Brema、美国Philco对于南美
国家有比较大的热度；

总体来看，南美国家对于机器倾向于发达国
家的产品，产品类别集中在碎冰机，以及促
销折扣有比较大的兴趣



Reference：非洲ice machine（热门词）

51

非洲主要还是以价格为导向，越便宜吸引力
越大；

块状制冰机是主要产品，地域集中在南非；



Reference：欧洲ice machine（热门词）

52

欧洲以crushed碎冰机为主要需求，占比最
大；

法国家用设备Simeo占据主要流量，所以制
冰机当地主要会以小型家用用途为主，2B的
可能性较小；



Reference：东南亚ice machine（热门词）

53

东南亚制冰机流量占比最大并且主要用于 cold 
room，冷藏存储食物；

小型块状以及管制类制冰机是主要需求产品；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需求量相对较大；



Reference：中东ice machine（热门词）

54

搜索词不难发现，cube制冰机占比第一，
意味着该产品需求量大；

迪拜和菲律宾意味着该两国的需求比较热
门；

其余关键词的占比相对比较分散，比如询
价“how much”，促销“sale”等；

结合自身产品和投放重点，借以参考



账户不同周期监控策略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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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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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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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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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合适的产品

-Search + Display 同步投放

-积累网站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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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常见指标（按产品分类）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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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多个维度分析效果（ice machine）

62

结合CPA，花费，Impression Share，查看广告系列效果；
花费大，CPA低，Impression Share低，意味着关键词出价没有获得足够展示，对于单一
广告系列效果还有提升空间；



Landing Pages依旧是硬伤 （ice machine）

63

关键词是否和搜索词接近（相
关），直接影响了用户是否会点
击广告，是否会为网站带来流量
；

着陆页体验低于或者等于平均
水平的关键词（着陆页）花费占
比太大，导致广告系列无效费用
过多，效果不理想；

以上两点是众多企业投放过程
中的通病，网站是投放最根本
的问题所在



网站（brewing machine） - 基本产品图片和文字
内容

64单一图片+产品属性描述+技术参数 转化率 + 20%，但成本依然很高 纯文字描述



网站 - 通过视频让用户更加了解产品

65视频结合客户产品社区，营造核心受众联系，维持长期合作



网站 - 通过视频让用户更加了解产品

66提供相应的社交页面，利用独特的社交活动推广品牌及产品



利用归因建模提升广告效果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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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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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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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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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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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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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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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时段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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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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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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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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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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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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