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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企业内容策略构建指南

过去几年间，受互联网发展的影响，消费者（或客户）购买产品与服务的方式有极大转变。现今买家主导决策流程，

因此企业需制定全新策略，传递吸引和留住客户的内容。

在过去，销售人员时常介入买家行为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不再管用了，因为现在买家对所消

费的内容更加挑剔。MailerMailer 网站的研究结果显示，自 2012 年起，邮件的点击率不断下滑。Forrester 公

司研究显示，仅 5% 的 B2B 市场人员将电子期刊与电邮营销视为高效的营销策略。1

过去，B2B 企业的销售人员在买家的整个购买流程中，会强势引导客户。但现在，买家在咨询销售人员之前，

通常会先上网搜索。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 Company 研究显示，在直接咨询供应商或销售之前，其实

B2B 客户的购买决策流程已经完成一大半。2 

同时，买家除了变得更加挑剔之外，还倾向于在购买流程的后期与企业展开互动。

企业需要适时改变营销策略，选择合适时机不断接触买家并与其互动。与此同时，企业也必须注重通过正确的渠道，

实现与买家之间的交流沟通。由于消费者每天面临海量的互联网内容（比如视频、播客、图片，等等），集客式

营销（inbound marketing）不断发展壮大，而传统的推播式营销（outbound marketing）已出现颓势。

为了充分利用和适应买家的这些行为变化，企业需要优化自己的营销内容策略。首先，企业须针对特定的客户群

体推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内容。市场和销售人员务必密切配合介入客户的购买流程中，并在客户的搜索阶段就

与客户接触。此外，企业还应通过多种沟通渠道与客户保持联系，并在购买周期的各个阶段采取最有效的策略。

[ 1 ] MailerMailer，“电子邮件营销指标与点击率（2010 年 7 月版）”；Oceanos，“列表智能报告，2011 年春夏”；Forrester (L. 

Wizdol)，“2012 年技术营销规划指南——增殖策略策略与有限预算，以授权为目标与焦点，2011 年”（来源于网络研讨会幻灯片）

[ 2 ] 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 Company，“B2B 营销的数字演化”，2012 年（来源于网络研讨会幻灯片）



北京  (86-10) 5953 9500     上海  (86-21) 8017 9500       深圳  (86-755) 8203 7494     成都  (86-28) 8511 4629            杭州  (86-571) 8821 9685  

香港  (852) 2572 8228         台湾  (8862) 2735 5882       新加坡  (65) 6808 5688         马来西亚  (60-3) 2176 8649      印尼  (62-21) 2930 5959 Ext. 108

联系我们：www.prnasia.com info@prnasia.com

B2B企业内容策略构建指南

优质内容仍为王道。据 IDG Connect 研究显示，当买家列出供应商（或服务商）候选名单时，

其中 79% 的买家选择以对方提供的相关内容水平作为依据。如果企业提供的营销内容不具相

关性，则其入选名单的几率将减少 25%。3

[ 3 ] IDG Connect，“买家研究提供不相关数字内容影响 B2B 商家盈亏水平”，2014 年 2 月。

[ 4 ] Tim Riesterer，“三条 B2B 价值主张规则建立客户偏好，而非仅仅依靠平价制度”，2010 年。

制作对客户群具有吸引力和价值的内容

内容要专注于买家的购买流程或周期，而非产品。

市场营销专家 Tim Riesterer 研究显示，对于商家抛出吸引客户的特殊优惠，其中 86% 由消费者获得的优惠并

不具备特殊性，或对客户偏好的建立不存在有效影响。4

着手制作内容时，先不要着急想着如何营销。

不论是博客文章、电子邮件或其他渠道，营销平台都不是首要的关注焦点。相反地，明确客户群身份和交流方式、

其购买周期的不同阶段、偏好的渠道，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等等，这些才是重点。 

确保所有市场与销售的内容符合客户购买流程。

然后，优化内容，解决内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差距，接触目标客户群。

确定内容策略的核心业绩指标KPI（按渠道分类）。

确定各渠道数据的分析方法，实现市场营销工作的最优化。

分析营销组合，判断哪些渠道或策略有效、哪些无效。

从而相应地对预算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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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决定一切。在最恰当的时机、向目标受众提供合适的信息十分关键。研究显示，85% 的

企业表示其正在做内容营销，但仅 36% 的企业认为其工作已取得成效。  5 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

营销者无法使营销内容与买家旅程的相关阶段相互匹配。

根据新买家旅程制定内容

搜索、发现阶段

根据对客户群的“角色分析”，来制作内容，比如客户身份、客户目标、作出购买决策的方式与原因。在这一阶段，

潜在客户主要通过搜索来寻找类似企业或相关信息。

探索、了解阶段

在此阶段，潜在客户试图找到关键因素，来帮助他们进行购买决策，亦即，他们在做决策前的准备。这时候需解

决他们的特定问题和目标。 

决策、购买阶段

这个阶段企业的内容必须有助于潜在客户进行快速验证，这点至关重要。在购买完成后的30天内，要不断接触客户，

保证其了解企业、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与利益所在。

互动、参与阶段

提高客户忠诚度，提高客户粘性，鼓励客户向朋友和同事推介产品与品牌。

B2B 客户购买流程的四个阶段

[ 5 ] 美通社，“客户时代追逐成功”，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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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群角色分析为基础，进行内容营销

企业在及时向外发布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将内容“定制化”，以迎合特定受众群体的兴趣。为此，

企业需制定流程，展开买家行为的研究与学习。

♦♦ 为更深入了解潜在客户，企业应精准描绘客户购买周期的各个阶段，明确他们在各阶段的需求、兴趣与目标。

♦♦ 找到潜在客户消费内容的各种渠道，然后充分利用这些渠道向其传递企业内容。确定客户在接触营销内容后，

首先参与的是购买周期的哪一阶段。

♦♦ 市场人员与销售人员之间保持沟通畅通。在客户互动从市场部转向销售部时，可确保双方的顺利交接。

♦♦ 制定策略，获取潜在客户名单，并在整个购买周期中持续对潜在客户进行培育。

运用持续的、整合式的内容发布策略

消费者不仅在购买流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还将购买流程发展至线上。这大大增加了企业进行营

销与沟通的渠道数量，比如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等等。为使企业的内容发挥更大作用，企业须

通过多种发布渠道与受众保持联系，同时针对购买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渠道。

搜索、发现阶段

在此阶段，买家主要使用的是搜索引擎与其他在线资源，因此企业需通过公关传播（比如公司新闻稿发布等）、

线上广告（比如 SEO, SEM 等）等形式传递内容，提高在网上的品牌露出机会和知名度。

探索、了解阶段

企业通过移动营销、App、博客、论坛与社交媒体等渠道或工具，与潜在客户保持接触，帮助客户增加对企业的认知。

可采用新闻稿、视频或图像、信息图等方式。持续传播的同时，在不同渠道间进行数据追踪和效果测量。

决策、购买阶段

利用企业官网、专业评论、案例分析等，帮助客户进行购买决策，这个阶段可让销售团队与潜在客户进行直接接触。

互动、参与阶段

通过销售、客服团队以及企业官网或自有媒体渠道，不断与客户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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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媒体、口碑媒体、自有媒体相结合

有效的内容策略一般都会把付费媒体、赢得媒体和自有媒体这三种渠道组合起来使用。不同

的企业有不同的渠道组合策略。例如，有研究显示，B2C 企业将公关列为第二大重要渠道，

而 B2B 企业却将公关列为第六大重要渠道。Outsell 的研究表明，虽然社交媒体均为 B2B 与

B2C 企业所用，但新闻稿发布的实际地位却高于社交媒体。6

获得口碑媒体的关注至关重要。据 Chartbeat 研究显示，人们阅读一页标准文章的时间超过

15 秒，但阅读原生广告的时间仅为 5 秒。虽然 71% 的读者会向下滚动鼠标或手指去阅读全文，

但仅 24% 的读者会阅读原生广告内容。7 

结论

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为企业进行有效传播与沟通提供了新的启示。在正确的时间、通过正确的渠道接触潜在客

户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一目的，企业必须针对消费者购买周期的各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制作并传播有价值的内容。

关于美通社

美通社是全球最大的企业新闻稿发布机构，为各类规模的企业和机构提供服务。60 多年以来，美通社致力于帮助

公关、企业传播、投资者关系等人士达到传播目标。通过发布、定位、监测以及优化他们的传播内容，来实现企

业传播和内容策略的价值最大化，从而提升品牌知名度、获得媒体关注、管理品牌声誉、提升投资者信心等等。

[ 6 ] Outsell 2014 年广告与营销研究

[ 7 ] 网站流量分析公司 Chart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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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不断为您提供公共传播的知识、理念、策略和技巧

欢迎阅读：

美通社中文新闻稿写
作案例

h t t p : / / m i s c . p r n a s i a .

com/atd/custeventreg.

php?event_id=27

新“派”新闻稿写作
策略

h t t p : / / m i s c . p r n a s i a .

com/atd/custeventreg.

php?event_id=101

美通社 2016 公共月历

http://www.prnasia.com/

resources/PRCalendar/

2016 中国记者职业
生 存 状 态 与 工 作 习
惯调查报告

ht tp : / /m isc .prnas ia .

com/atd/custeventreg.

php?event_id=223

创 业 公 司 之 公 关 营
销微手册

ht tp : / /m isc .prnas ia .

com/atd/custeventreg.

php?event_id=158

想学习更多知识吗？欢迎浏览美通社“资源库”。

美通社英文新闻稿写
作案例

http://www.prnasia.com/

blog/archives/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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