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体化营销互动云

ALL-IN-ONE MARKETING CLOUD

为企业提供数字化内容营销、活动营销，以及创新CRM管理的一体化云解决方案。

赋能企业数字化营销，降本增效，提升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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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e Up 一体化营销互动云

部分行业客户：

\

\



Glue Up 一体化营销互动云

Glue Up未来链接
极具全球影响力的企业级SaaS科技公司

客户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00多家品牌用户

在全球15个国家及地区拥有办事处

致力于助力全球商业企业、行业头部及中小企业、政

府、会员型机构及非盈利组织，提高品牌影响力、运

营效率和商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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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企业营销的特点



B2B企业营销特点

• 行业上下游关系紧密，客户人群专业度高；

• 产品专业性强，需要具备相当经验和能力

的技术人员对接完成。

营销模式极具行业性，
专业化程度高 产品采购决策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涉

及企业的多个部门，因此决策周期长。

决策周期长，涉及部门多

B2B营销一般不会采用大面积的投放和广告发布

等营销手段，基本形式还是以传统营销时代沿袭

至今的线下活动，线上活动、电子素材库、营销

邮件等营销手段。

很少采用大面积投放和广告发
布等营销手段



B2B企业营销常见的目标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越完整，企业越能提供更为精准和个性化的客户体验。

用户画像需要长期积累和不断更新，以便提供企业用户、个人用户最新、最准确的信息。

身份数据

• 姓名

• 性别

• 联系号码

• 邮箱

• 工作单位

• 社交网络账号

……

描述性数据

• 家庭

• 职业

• 学历

• 生活方式

• 工作背景

……

定量数据

• 支付交易数据

• 活动参与数据

• 社群数据

• 客户服务数据等

……

定性数据

• 态度

• 意见

• 动机

• 社会群体差异

……



关键指标

B2B企业营销的核心阶段

• 用户画像的完善

• 用户行为数据沉淀

• 建立有效线索漏斗

识客

• 多渠道内容覆盖

• 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内容触达

• 从MQL到SQL的转化

孵化

• 关键营销节点跟进

• 线索分配以及跟踪

• 转化周期和关键指标分析

转化

• 获客渠道

• 线索来源追溯

• 活动营销ROI

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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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数字营销解决方案



全渠道
获客

营销邮件

混合活动

线上线下线索整合，全渠道获客

品牌官网

社交媒体 会员社群

电子订阅

https://www.glueup.com/lp/community-management-software?utm_source=Social&utm_medium=LinkedIn&utm_campaign=DPM


混合活动管理打造营销闭环

同步发布线上线下混合活动，一张表单注册双活动



高效
高效的活动生成和发布

标准化活动设置、营销邮件设置，提高营销工作效率



基于多渠道的内容覆盖

• 多平台、多语言自适应适配，满足不同国家与地区

不同的客户需求，进行精准营销；

• 所有营销内容（活动、邮件、问卷等）均可一键分

享至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高效提升活动曝光率；

• 所有营销内容均可完美适配多客户端；

• 多渠道投放、扩大销售漏斗。

选择您喜爱的社交平台，让用户关注您所在组织的最

新近况。在此链接社交个人资料

in



识客—个人用户画像

形成完善的用户留资和行为画像

实时、可视化、快速地了解您CRM 联系人的

各自动态，如活动的参与、营销邮件、销售、

财务等信息



识客—企业用户画像

强化与目标企业的联系

识别您重要的企业客户，分析其对您组

织的收入贡献及创造新商机

公司联系人一目了然

行业细分

活跃机会区分

互动追踪



孵化

甄别客户，精细化用户画像

利用订阅内容管理、智能标签分组，进行针对性，

规律性的内容触达营销活动

与目标客户深入互动



智能营销内容编辑器

• 专属域名，自定义发送邮箱，一对一专属体验感觉

• 操作方式拖拉拽，简单高效模板多

• 多种营销内容相同操作方式，降低平台学习成本

• 智能识别收件人称谓，打造专属营销内容

• 细节化追踪营销邮件数据，实现GDPR合规和个人

数据保护



智能营销内容编辑器

快速创建调查问卷、问答及投票，

帮助您评估活动成效，获取参会者

反馈，为下次的活动实现提升与优

化。



社群数字空间

为企业社群打造优质的数

字空间，成员可以相互分

享各自的观点，进行各种

话题讨论，加深互动频率，

保持无缝社交沟通。



转化—机会漏斗

更透明、更有效地追踪线索漏斗

更准确地描述线索状态，更高效

地管理线索转化流程



数据分析

投放内容分析



数据分析

客户留资分析



数据分析

• 身份数据 • 定量数据

• 定性数据• 描述性数据

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画
像分析



数据分析

线索转化效率、经济效益等关键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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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Glue Up



使用一体化云平台显著降低企业成本

可以通过一体化的整合数字工作平台来实现

如何实现企业成本效益提升

“Glue Up的SaaS解决方案可以节省2名

全职员工的时间，他们以往的平均年薪

近24,000美元，采用Glue Up的产品将立

即为企业节省一笔可观的人员投入，

实现降本增效。”

—— Glue Up全球客户



您的数据安全，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最高优先级

服务器

支持Glue Up云平台运行的所有服务器都是最先

进且符合行业最新标准的，可进行持续性补丁

更新的Linux系统。您的数据将会根据您账户所

使用的域名，以及所在国家和区域的当地法规

(例如GDPR,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储存。

系统监测与报警

Glue Up一体化云平台的底层架构和平台各模块

的运营维护，均有严格的监测系统365天全天候

进行把控。系统出现的警报将会发送至24小时

全天候待命的研发团队成员，并上报至运营管

理团队。

存储&加密

Glue Up云平台储存的数据类型有元数据、活动

信息、.上传的原始文件、 客户的位置信息，以

及根据需求编译和生成的文档信息。每个位置

的数据均使用AES-256进行静态加密，且使用

精密化的加密秘钥进行管理。

服务级别与数据备份

GlueUp -体化云平台采用的是多层云架构技术，

部署和服务时间的效率增加。包括使用自动伸

缩、负载均衡、任务队列和持续部署。我们每

天都会对所有数据库进行自动备份，且严格加

密。

客户支付信息

Glue Up -体化云平台现已与多个支付网关整合

打通，且均符合PCIDSS合规，不会.处理、储存，

或传输任何支付卡数据，严格把控数据安全。

漏洞测试

网络应用程序的安全性由我们的研发团队按照

软件发布生命周期严格把控。这种漏洞测试包

括使用常见的网络应用程序安全工具包和系统

扫描，以便在产品正式发布前，识别到可能的

应用程序漏洞。



选择最适合您的解决方案，实现您的最佳增长目标

CRM客户关系管理

集中管理您的联系人数据库，实时获

取各项数据分析,

营销邮件

创建并-键发送各种类型的精美营销

邮件。

CPE/CPD学分课程管理

管理:您的培训认证课程，并实现规

模化发展。

社群

为您的社群会员提供一个可高效互动

的一体化云平台。

云支付

不仅有覆盖全球70个币种的聚合云

支付，还有我们创新研发的支付网关

Paygage供您选择与使用。.

品牌网站搭建

让您的官网页面实现一体化云端管理。

线上&线下活动管理

助力您所有活动的策划、推广、管理、

跟进、评估等工作。

任务管理

从方案构思到落地执行，助力您高效

协作与管理。

My Glue我的链接

为您的参会者和会员提供一个无论在

何地都可使用的移动端App。

会员云管理

会员管理流程实现自动化，为您的社

群会员提供优质的体验。

您可以发起问答、小测

您可以发起问答、小测试、投票等形

式的调查问卷，来收集您所需的信息。

GlueUp管理者
随时随地管理您的各项运营工作，轻

松掌握实时数据更新。



丰富可选的多功能模块

手机应用端

WHITE LABEL

第三方应用集成

企业原生网页集成

GOOGLE ANALYST

SALESFORCE（开发中）

小程序（开发中）

ZOOM

会员管理

建立组织会员库，实时掌握会员动态，以

助力您的正确决策。自动化会员续费工作

流，实现效率最大化，留存最大化，收入

增加最大化。会员互动与留存，将不再是

难题。

培训管理

轻松打造、推广、售卖任何形式的课程及活

动产品，并随时精准分析。培训证书模板编

辑器，减轻工作量，自动授予通过考核的参

训人。



T H A N K Y O U

https://www.glue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