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esforce Marketing Cloud 让营销人员通过一个平台即可在整个客户生命周期（从营销到销售到服务等方面）中

管理一对一的客户旅程， 他们不必花费过多时间管理不同的工具，整合数据了，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建立持久的客户关

系。 Marketing Cloud 可自定义设置，易于使用。 通过电子邮件、移动端、社交端、网页以及广告与客户建立联系。

Marketing Cloud（原 ExactTarget）拥有行业领先的 Email Studio、自动化功能、内容管理功能、智能预测功能、精密的细分工具、

旅程管理功能、分析功能等众多功能。 这是一个纯云端平台，任何人只要联网即可访问。

Marketing Cloud 初始即有电子邮件功能，您可以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将其升级到其他版本，添加移动端、社交端、广告和网页等

更多渠道。 升级丝毫不会影响您的业务，我们会默默地帮您完成所有相关任务。

如何选择合适的 
Marketing Cloud 版本
电子邮件、移动端和网页后台

选择最有利于您培养客户关系的版本

变革您与客户的互动方式，例

如通过预测性的触发式市场活

动、电子邮件回执和生命周期

活动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电子

邮件体验。专业版是基于基本

版构建的强大电子邮件平台，

具有扩展细分、预测智能和自

动化能力。

专业版

通过电子邮件创建一对一

客户旅程

利用个性化促销消息和活动动态

内容（例如通讯或活动注册等）

创建电子邮件营销。基本版具备

各类必要的功能，可以发送带有

基本个性化、易于使用的细分、

配置文件管理和 Sales Cloud 和 

Service Cloud 连接的促销电子

邮件。

基本版

发送个性化促销电子邮

件消息

通过电子邮件、移动端和网页吸

引客户参与独一无二的旅程。企

业版汇集了各种功能，让营销人

员可以对一对一客户旅程进行规

划、个性化和优化，推动跨渠道

和设备的互动，充分利用强大的

客户数据和行为信息，实现实时

个性化通信。

公司版

构建渠道一对一客户旅程

分散的用户组可以在不同品牌、业

务部门和地理位置创建和自定义

消息或市场活动。企业版能够构建

客户的单一视图，可以跨越电子邮

件、移动端、广告和网页端对客

户旅程进行规划、个性化和优化。

控制多个品牌、业务单位和地理

位置的内容。分析数据，报告数据。

企业版

管理不同品牌和地理区域的

客户旅程

询价请与我们联系

1.866.558.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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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比较

简档中心 

订阅中心 

拖放细分 

电子邮件模板 

Content Builder 

动态内容与个性化 

转发给朋友 

社交转发 

列表获取网页收集 

标准报告  

[电子邮件和移动端（如适用）] 

A/B 测试 

回复邮件管理 

Marketing Cloud 连接 

API 访问权限 

 

                                                       

入门手册 

触发式消息 

交易消息 

关系数据 

潜在客户捕获 

私有 IP 

高级内容工具  

自动化后台 

预测内容 -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转换跟踪 

高优先级电子邮件消息 

网页端和移动端分析

CloudPages - 着陆页面 

查询、筛选和测量 

发件人身份验证包 

短信消息  

短信消息模板

专用短信代码 

了解 

Journey Builder 

CloudPages - 社交端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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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PI 调用（每年） 

自动化 

联系方式 

数据拓展存储 (GB) 

超级消息 

用户 

 

公司版专业版基本版 企业版

       包含在基本用户许可中 

       需额外付费 

共享订阅者 

共享项目 

自定义角色和权限 

发送时间属性 

电子邮件群发包 

现场优惠 

测试环境 

电子邮件存档 

专用发送 (MTA) 

数据库数据加密 

增强版灾难恢复 

适用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的 Marketing 
Cloud Connector  

标记发送 

返回路径收件箱工具 

预测内容 - 网页 

位置 - 地理位置和信标 

推送消息 

群组消息 (OTT) 

富消息 

应用程序收件消息 

Audience Builder 

多业务部门支持 

分布式发送 

批准工作流

* 每个版本都包含标准成功规划。Premier Success Plan 可以使用，需额外付费



A/B 测试 

一种市场测试方法，你可以在订阅者列表中选择两个测试受众

发送两个版本的通信，跟踪两个版本的打开人数比率和点击率，

并进行对比。

高级内容工具 (Advanced Content Tools)

这些工具包括： AMPscript，用于电子邮件主题、摘要和件内

容个性化和动态数据字段的；可以直接从外部来源将内容加入

您电子邮件的能力；并帮助您为 Marketing Cloud 构建和发

送的电子邮件集成 CMS 或 CRM 系统。

API 访问权限与调用 (API Access and Calls) 

访问权限允许从您的 Marketing Cloud 实例或向该实例调用 

Marketing Cloud 正常功能以外的功能。API 调用表示客户

应用程序在运行时可以用于执行某些任务的特定操作，例如：

查询、添加、更新和删除您账号或业务部门的数据；获取您数

据的相关元数据；运行实用程序执行管理任务；触发事件；以

及将数据提取并推送到您的数据中心。

应用程序收件消息 (App Inbox Messaging) 

该功能借助推送消息通过订阅者应用程序的收件箱向他们

的移动端红色被直接发送图片、视频和表格等富推送内容。

CloudPages 如果已经启用，MobilePush 就能使用此功能。

批准工作流 (Approval Workflows) 

这些套工具可以简化用户体验，便利请求者和批准者之间的分

散批准过程，同时控制电子邮件的编辑和发送。

Audience Builder

Audience Builder 是一个单一框架，用于管理和构建每个

客户的共同视图。你可以利用框架集成数据源并连接 Sales 

Cloud、Service Cloud 和 App Cloud。这应用程序也可以

进行受众群体多维度细分，让营销人员在客户旅程的市场活动

中运用受众群体。

自动化处理 (Automations) 

自动活动或程序，可以执行数据提取、立刻或定时发送电子邮

件等一个或多个特定操作。自动化处理通过单个自动化运行的

次数测量，不考虑自动化过程内实际步骤或活动的数量。例如，

一个自动化程序包含五个步骤，七个活动，程序每运行一次只

算作一个自动化处理。

Automation Studio 

该工具帮助营销人员创建、管理并跟踪数据迁移、消息发送和

报告的自动化。

CloudPages - 着陆页面 (CloudPages - Landing 
Pages) 

易于使用的工具，可以创建内容，发布内容，也可以在您

的网站或应用程序上创建着陆页面。CloudPages 基于您 

Marketing Cloud 实例全面集成的单个内容库和客户数据集。

CloudPages - 社交端选项卡 (CloudPages - Social 
Tabs) 

易于使用的工具，可以创建内容，发布内容，也可以在您的 

Facebook 页面上创建管理选项卡。CloudPages 基于您 

Marketing Cloud 实例全面集成的单个内容库和客户数据集。

联系人 (Contacts) 

已添加至你在 Marketing Cloud 的联系人数据库，或至收到

至少您的一条电子邮件、短信、推送或互联网（OTT）消息。

Content Builder 

内容管理系统，用于创建、标记、存储 Marketing Cloud 中

使用的内容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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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角色和权限 (Custom Roles and 
Permissions) 

客户设置的权限集合，可以允许或拒绝针对数据、内容或其他

项目执行的操作。角色可以分配给个人用户或整个业务部门，

这种情况下，该权限适用于该业务部门的所有用户。单个用户

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可以拥有多个角色。

数据拓展存储 (Data Extension Storage)(GB) 

数据拓展载入的任何数据。

数据库数据加密 (Database Data Encryption) 

该产品能在 Marketing Cloud 数据库上对文件和数据进行安

全的加密。

专用发送 (Dedicated Sending) (MTA)

该功能可以为客户提供他们自己的消息传输代理 (MTA)， 

从而达到隐私目的或依赖目的。

专用短信代码 (Dedicated SMS Code) 

私人专用短信代码，您可以在短信市场活动中使用。

Discover 

优质的报告解决方案，可以即时查看电子邮件指标，还能让您

管理报告的演示和内容。非技术用户可以动态地探索营销绩效

数据，有助于您依据数据制定营销策略。

分散发送 (Distributed Sending)

提供集中管理品牌的服务，同时让本地团队能够根据自己的具

体需求定制市场营销活动的内容。

拖放细分 (Drag-and-Drop Segmentation) 

细分订阅者基础的简单方式，便于向不同的受众相应发送不同

的消息。

电子邮件存档 (Email Archiving) 

该功能可以让 Marketing Cloud 实例将每封电子邮件都送入

实例关联的电子邮箱档案，以便准确捕获文件系统发送的所有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群发包 (Email Burst Sending Package)

该功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大量独特的个性化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转换跟踪 (Email Conversion Tracking)

该功能可以跟踪具体收件人点击邮件之后的转换活动。

电子邮件模板 (Email Templates) 

预制模板，超过 20 种标准的响应式设计布局，便于管理标题、

背景颜色、边框和布局，让创建电子邮件轻松简单。

增强版灾难恢复 (Enhanced Disaster Recovery)

该功能利用多个高度可用的数据中心开展恢复时间目标非标准

的复制和故障转移流程。

转发给朋友 (Forward to a Friend)

电子邮件收件人可以利用此功能与他人分享电子邮件，并提供

转发邮件的跟踪信息。

群组消息 (Group Messaging)（OTT）

通信协议，用于 LINE 等群组消息平台。客户可以利用这个功

能发送文字、贴图、表情符号、图像和富消息。群组消息可以

纳入 CRM 和数字营销数据，吸引关注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对话。

入门手册 (Getting Started Playbooks)

程序设置流程的详细说明，用以实施市场活动，指导您采用行

业最佳做法完成客户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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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优先级电子邮件消息 (High Priority Email 
Messaging) 

时间紧迫的关键电子邮件，优先用户系统其他消息发送。

Journey Builder 

营销人员可以借助这一功能对客户旅程进行规划、个性化和优

化，映射并连接市场营销活动，在营销、销售和服务环节构建

客户行为触发的跨渠道互动，并衡量其活动的有效性。

潜在客户捕获 (Lead Capture) 

客户借助这一功能可以设置任务，自动将数据从 Facebook 

写入 Marketing Cloud 数据拓展，通过 Facebook 潜在客

户广告收集潜在客户。

现场优惠 (Live Offers) 

该功能可以分发、控制并跟踪高度动态且具有针对性的相关电

子邮件的换购活动。

位置 - 地理位置和信标 
（包括 25 个位置）(Location - Geolocation and 
Beacons (25 locations included)) 

营销人员借助该功能可以在客户进入指定的地理区域或靠近信

标时发送客户触发的个性化推送通知。

Marketing Cloud Connector 

该工具用于构建、发送并跟踪 Marketing Cloud 从 Sales 

Cloud 或 Service Cloud 实例的市场营销活动。

用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的 Marketing 
Cloud Connector (Marketing Cloud Connector 
for Microsoft Dynamics CRM) 

该工具使用 Marketing Cloud 功能构建、发送并跟踪 

Dynamics CRM 实例的电子邮件市场营销活动。

彩信消息 (MMS Messaging) 

彩信（MMS）是用于多媒体短信的通信协议。此类消息除文本内容之

外，还可以承载图片、视频和音频文件。彩信是发送到订阅者手机的

一种消息。

* 此功能仅美国境内可用。

多业务部门支持 (Multiple Business Unit Support)

该层级管理结构通过确定的用户角色控制信息的访问和共享。

动态内容与个性化 (Personalization and Dynamic 
Content) 

个性化功能包括能够将个人订阅者的信息或该订阅者特有的账

号信息纳入您的 Marketing Cloud 实例分发的内容。动态内

容根据您基于订阅者属性或位置等其他数据定义的规则，在内

容区域中显示。

预测内容 - 电子邮件 (Predictive Content - Email)

该工具打开时会利用预测智能根据客户实时的偏好和属性，在

电子邮件中为个人推荐合适的内容、产品或优惠。

预测内容 - 网页 (Predictive Content - Web) 

该工具会利用预测智能根据客户实时的偏好和属性，在网页上

为个人推荐合适的内容、产品或优惠。

私有 IP (Private IP)  

专用 IP 地址，只有您可以用来发送电子邮件。在私有 IP 地址

上，您可以拥有多个私有域。（也称为专用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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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消息 (Rich Messaging)

群组消息特有的新内容类型。富消息包括屏幕等宽图像和单独

的内容区域（最多可达六个）。 每个内容区域都可配备可操作

的 URL。

发送时间属性 (Send Time Attributes) 

营销人员借助这个功能可以选择奖励状态或产品兴趣等自定义

字段，以便在使用这个功能发送电子邮件时写入发送日志数据

拓展。此外，您还可以在 Discover 中（高级报告工具）报告

该数据。

发件人身份验证包 (Sender Authentication 
Package) 
 
这一系列功能旨在确保您的电子邮件送达预期收件人的收件箱： 

 
私有域名 (Private Domain) - 分配用于发送邮件的域。该域将作为您发送电

子邮件的地址。Salesforce Marketing Cloud 将借助发件人政策框架、发件人 

ID 和 DomainKeys / DKIM 身份验证这些凭据验证您的电子邮件发送行为。 

 

账号品牌 - Salesforce Marketing Cloud 将借助您选择的验证域为您的账号

打上品牌。该功能会修改链接和图像包装，删除 Salesforce Marketing Cloud 

所有的引用，以支持您的验证域。 

 

专用 IP 地址 - 该功能将为您的账号分配唯一的 IP 地址。您的账号通过 

Salesforce Marketing Cloud 发送的所有电子邮件都将使用该 IP 地址。该 IP 

地址代表您大部分的发送信誉。

共享项目 (Shared Item)

您设置权限的电子邮件、模板、组合项目、内容区域、数据拓

展、禁止列表或发布列表。这些权限可以控制谁拥有共享项目

的访问权限和访问内容。

共享订阅者 (Shared Subscribers) 

企业内不同的业务部门设置具体的权限之后，即可共享这些订

阅者的个人资料。

简档中心 (Profile Center) 

订阅者可以在该网页上输入并维护他们的个人信息。

推送消息 (Push Messaging) 

该功能可以通过定时发送或自动发送向移动端应用程序用户推

送简短的消息。

查询、筛选和度量 (Queries, Filters, and Measures)

查询指检索数据拓展，或检索符合您标准的数据查看信息并将

该信息放如数据拓展。 筛选活动将数据筛选逻辑用于您创建

小组所选的订阅者列表，这些订阅者满足筛选标准。度量是您

在账号中定义的订阅者行为单位。比如，如果您在电子邮件作

业中使用动态“发信”地址，该作业的跟踪则会全部分为一组。

根据“发信”地址，您无法轻松找到统计信息。不过，有了度

量，您便可以根据作业 ID 和“发信”地址的条件确定一项统

计信息了。

关系数据 (Relational Data) 

关系数据（数据拓展）的组织以数据的关系模型为基础。该模

型将数据组织为一个或多个表格（或“关系”），每一行都有唯

一的键值。数据关系将数据拓展与其他对象关联。

回复邮件管理 (Reply Mail Management)

该工具可以处理取消订阅的请求、自动回复和电子邮件消息回

复转发。企业回复邮件管理包括创建自定义关键词和附加关键

字动作，专业版、公司版和企业版的客户可以请求使用此工具。

返回路径收件箱工具 (Return Path Inbox Tools)

该工具组合提供了一整套以电子邮件形式呈现的交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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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消息（发出和接入） (SMS Messaging (Inbound & 
Outbound)) 

短消息服务（SMS）是短信的通信协议。标准的短信最多可

包含 160 个字符，含空格和标点符号。短信是发送到订阅者

手机的一种消息。

短消息模板 (SMS Messaging Templates) 

这种预制手机模板一组 10 条，可以轻松创建短信市场活动或

彩信市场活动，如手机选择加入、提醒、门票、优惠券、调查、

电子邮件选择加入和回执确认。彩信模板仅在美国可用。

社交转发 (Social Forward)

该功能允许电子邮件收件人指定和共享特定的电子邮件内容到 

Facebook、LinkedIn、Twitter 等社交网络。

标准报告 (Standard Reports) 

可以实时查看的预制报告集。标准电子邮件报告包括订阅者报

告和跟踪报告。标准移动报告包括账号摘要报告、消息摘要和

消息详细报告。

订阅中心 (Subscription Center)

订阅者可在该网页控制组织发出的消息。

成功规划 (Success Plans)

这些订阅服务包括成功资源、加速器、支持、社区资源和在线

培训，帮助客户利用其 Marketing Cloud 解决方案获得最大

的投资回报。每个 Marketing Cloud 客户都将获得一个标准

成功规划，选择 Premier 成功规划的客户将获得更强大的支

持、社区资源和成功资源等各类资源。

超级消息 (Super Messages)

指发送给客户任何类型的消息，包括电子邮件、高优先级电子

邮件、着陆页面图像、CloudPage 图像、预测智能网页或电

子邮件图像、推送通知、短消息或彩信消息。 超级消息的消

耗数量因消息类型而异。

测试环境 (Testing Environment) 

该沙盒环境能够让您测试与生产账号分离的生产账号配置和 

集成。生产账号中相同的账号设置和用户权限会在测试环境中

激活。

标记发送 (Tokenized Sending)

客户可以向他们的客户发送电子邮件，无需将收件人的电子邮

件地址或其他敏感的数据存入 Marketing Cloud。使用标记

发送功能，发送时可用标记交换数据库中的实际电子邮箱地址。

交易消息 (Transactional Messaging) 

该电子邮件旨在促进、完成或确认收件人之前同意与发件人进

行的商业交易。为确保消息视为交易性，主题行必须是采用交

易措辞，不可采用促销措辞。电子邮件正文必须将交易性内容

放在所有商业内容之前。交易性消息可以由用户发起或触发，

即使在取消订阅的状态下，也可以发送。

触发消息 (Triggered Messaging) 

为回应收件人的请求或操作而发送的消息。示例包括：您的网

站上完成交易后发送的收据、为确认客户是否订阅或收到您的

资讯新闻而发送的消息、或回应请求发送的优惠券。

用户 (Users) 

登录您的 Marketing Cloud 实例的个人。

网页端分析和移动端分析 (Web & Mobile Analytics)

该工具可以跨网页和移动设备以及 iOS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

记录个人访客活动和访客整体活动。您可以在交互式仪表盘中

将数据可视化，然后生成一个已知联系人列表发送电子邮件或

在 Marketing Cloud 中触发旅程，从而获得相关深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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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获取网页收集 (Web Collect for List 
Acquisition)

该代码可以放在您的网站上，以便访问者选择订阅或取消订阅

您的电子邮件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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