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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 与 Tableau 珠联璧合，即成就了一款可
为您统一营销数据的解决方案；这样，您就有了单一事实来源，而且您的

团队无需专业分析师的帮助，也不需要完成复杂的工作流程，就能够自如

地分析信息，为实时作出决策提供充分依据。您可以将多个全然不同的数

据源（例如 CRM 解决方案或营销自动化系统）连接到同一个易于访问的
视图，从中发掘出更深层次的受众分析洞见，从而对业务产生立竿见影的

影响，为进一步深化客户关系提供支持。本电子书详细说明了全面且易于

访问的数据视图为什么能够帮助营销人员提升组织效率和宣传活动成效，

同时有效改善品牌的销售业绩和客户亲密度水平。 



引 言

在目前的营销模式下，必须采用响应迅捷的多渠道营销方法，这就需要收

集每一次客户互动的相关数据并加以分析。然而，大多数企业都难以有效

整合自己的多个数据源；更多的企业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无法将

数据变成具有行动指导意义的分析洞见。



严 峻 挑 战

异构数据无处不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量越来越大，但这些数据彼此孤立存在，分散在企

业的各个部门内以及合作伙伴处（《哈佛商业评论》）。而且，结构化数

据中实际用于决策的比例还不到 50%，而非结构化数据中实际获得分析或

使用的比例尚不足 1%。

在数字营销领域处于引领地位的众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整合自己的媒体数

据，使之成为各个部门皆可访问的一个统一视图。这些数据包括数字广

告、营销举措和数字宣传活动的转化数据、从销售线索到实际成交这一转

化渠道的数据、网站流量等。

研究表明，当组织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数据源时，它们在销售额、利润和

股东回报方面的表现更有可能优于竞争对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它们首

先要克服种种障碍，有效管理自己的所有数据。 

https://hbr.org/2012/10/big-data-the-management-revolution


角色要求越来越多
营销人员的角色在不断演变，因此他们必须能够快速适应新角色，以满足

不断变化的要求。其中一项要求就是要与时俱进，及时培养最新技能。事

实上，75% 的首席营销官 (CMO) 认为自己需要掌握更加专业化的技能，
才能在将来转变自己及自己组织的运作方式。这些技能包括运用新兴技术

并分析这些技术的影响；侧重于通过数据分析来发现和了解能够推动战略

和增长的新机会等。   

随着营销重点转向动态多变的新兴宣传和营销渠道，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因为营销领导者需要调整预算分配，将更多预算分配给几年前还不存在的

全新平台。如今，营销领导者需要把握好预算、业务目标、营销工作的优

先要务以及多管齐下的宣传活动之间的微妙平衡，常常因此而夜不能寐。

“我们营销分析团队用来跟踪效果
的 A/B 测试非常适合营销战术、宣
传活动和非重大决策。问题在于，
对于首席营销官需要制定的宏观战
略和重大取舍决策，并没有合适的 
A/B 测试。”

Elissa Fink 
Tableau 首席营销官



随着数字营销投入的增加，需要体现投资回报 
数据量的增长受多种因素推动，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数字营销支出的增加。

据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普华永道统计，2017 年上半年的数
字广告支出增长了 23%，增幅创历史新高。此外，《福布斯》的数据也显

示，未来五年，在付费搜索、展示广告、社交媒体广告、在线视频广告和

电子邮件营销领域的投入将稳步增长，达到所有广告支出的将近一半。数

字营销所带来的数据量增长意味着，需要从更多方面来证明所做的投入物

有所值。

难题在于，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组织对自己利用客户数据打造更相关客户

体验的能力感到满意（数据来自 Salesforce）。随着营销工作的开展，各
级营销团队无不感到压力备增，因为他们难以优化客户数据，因而也就很

难反映数字营销工作对总体收入的贡献。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的组织对自己利用客户数据打造更相
关客户体验的能力感到满意（数据来
自 Salesforce）。

h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7/12/IAB-Internet-Ad-Revenue-Report-Half-Year-2017-REPORT.pdf
https://www.salesforce.com/blog/2017/08/personalize-every-email.html


无法获得必要的技能组合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数
据处理需求
为了获得数据分析洞见，需要有懂得如何构建数据平台、开发数据模型和

基础架构，以及整合多个来源的数据的人才。遗憾的是，相当高比例的营

销人员都无法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获得所需的数据培训，因而在这些方面也

就爱莫能助。即便是那些拥有最先进分析能力的企业，也因为缺乏合格的

候选人，而无法招聘到足够的人才来发掘其企业数据中蕴藏的真知灼见。 

Gartner 和麦肯锡的行业分析师在 12 个月内相继发布研究报告称，预计
到 2020 年，数据科学领域的岗位缺口将达到 100,000 到 190,000 个。
这意味着企业将激烈争夺掌握合适数据技能组合的新型人才，因而拥有合

适技能的候选人（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将炙手可热。

100,000 - 190,000 
- 这是到 2020 年数据科学领域的
岗位缺口。企业将激烈争夺掌握合
适数据技能组合的新型人才。



解决之道：GOOGLE CLOUD PLATFORM 搭配  TABLEAU

Google Cloud 是一个可以为您妥善存储所有数字营销数据的可扩展平台，Tableau 则可以提
供一流的可视化分析技术、协作功能和安全可靠的数据洞见，两者珠联璧合，可确保您能够紧

跟创新潮流。



借助 BigQuery 数据传输服务，您可以将最为重要的营销渠道和
数据源轻松整合到 BigQuery 中 — 这是 Google 旗下高度可扩
展且不需要架设服务器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得益于此，管理和

分析数据源所需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您在收集并整合数据后，

就可以使用 Cloud Dataprep 提供的直观可视化用户界面来准
备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以便进行分析。在整个过程中的

最后一个环节，Tableau 的分析平台就会大显身手了，它会帮
助您从数据中实时发掘出具有行动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整个组

织都可以借助部署在 Google Compute Engine 上的 Tableau 
Server 展开协作，然后根据获得的分析洞见来设计新的细分受
众群、优化宣传活动并作出明智的业务决策。



案 例 研 究： 
连 接 多 个 数 据 源 

 
 

在很短的时间内，zulily 就从一家小型初创企业摇身变成一家市
值达 15 亿美元的电子商务企业，在有消费需求的众多家庭与广
大服装、家居装饰和玩具品牌之前牵线搭桥。面对来自内部和外

部来源的数据洪流，zulily 搭建了一个将 Google BigQuery 与 
Tableau 集成到一起的自助式营销分析平台。zulily 的营销分
析经理 Sasha Bartashnik 解释道：“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
的视图，可以通过它集中查看包括 Facebook 广告、Google 广
告和电子邮件在内的各个营销接触点的数据，因而能够将内部各

个来源的数据混合在一起，例如点击流数据、产品目录数据和订

单交易数据，这样自然就能更快地作出更明智的业务决策。” 

“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视图，
可以通过它集中查看各个营销接触
点的数据”

Sasha Bartashnik 
zulily 营销分析经理



Tableau 与 BigQuery 的集成实现了自助服务模式，进而从两
个方面大大提升了效率：

1.让分析团队能够快速获得、提取和使用数据来构建报告和模
型，而无需请 IT 部门参与进来。

2.让业务部门的用户能够实时访问关键数据，而不需要请分析师
来帮助发掘基本的分析洞见。

由于所有营销数据都存储在 BigQuery 表中，因此，zulily 可以
查询几乎所有规模、所有粒度的数据来为其分析模型提供输入。

他们可以在 Tableau 中探索数据，并制作可视化来让用户参与
进来，这样还会让用户有机会深入分析所有广告、计划和渠道的

效果指标，从而更好地了解业务情况。



Sasha 表示：“Tableau 让业务部门的用户能够自行操作数据来
提出和解答很多问题，因此我们的团队就不必再每天反复更新报

告或处理简单的数据更改请求。”如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

用 zulily 数据平台开发高级机器学习模型，从而为争取客户提
供支持，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客户体验。

“采用这种自助式方法和客户模型
后，zulily 的 IT 团队得以解脱出来，
转而专注于价值更高的项目，例如构建
可靠的系统基础架构以便实时优化广
告。”

“采用这种自助式方法和客户模
型后，zulily 的 IT 团队得以解
脱出来，转而专注于价值更高
的项目，例如构建可靠的系统
体系结构以便实时优化广告。”

Sasha Bartashnik 
zulily 营销分析经理



 
但凡当过体育团体教练或队员抑或是有子女参与过体育活动的

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安排调度和后勤工作有多难。从赛事和训

练的安排，到队服和零食的供应，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教练、管理

人员、队员父母以及队员本人来打理。正因为此，TeamSnap 
这款用于管理体育团体、俱乐部和比赛的应用迅速风靡全球。这

款应用会将赛事安排同步到每个人的个人日程表，并提供消息传

送和付款跟踪功能，从而让沟通和组织工作变得轻松简单。

TeamSnap 通过精准定位的 YouTube 广告向教练、队员和俱
乐部宣传推广这款应用。此外，它还使用 Google AdWords 和 
DoubleClick 在搜索结果中展示广告并投放程序化广告系列。
这些方法效果卓著，为 TeamSnap 网罗了数百万遍布全球的用
户，也使它成为 iOS 应用商店中最热门的应用之一。



为避免使用繁琐费力的人工流程从多个来源提取数

据，TeamSnap 采用与 Google BigQuery 实现了集成
的 Google Analytics 360 来进行完全受控的大数据分
析。TeamSnap 在 Tableau 中分析数据，可以直接连接到 
Google BigQuery 来进行快速分析，这有助于该公司轻松共享
和协同处理数据。

通过这种组合，TeamSnap 还可以轻松跟踪数百万用户的活动，
而无需担心这个大数据平台的可扩展性或可用性。



TeamSnap 的首席增长官 Ken McDonald 表示：“在采用 
Google Analytics 360、Google BigQuery 和 Tableau 前，
很难跟踪我们的广告支出回报情况，因为我们的数据太多了。

我们并非一直都能获得分析洞见来据以作出最佳选择。现在，

这样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我们能够实时生成报告，几乎

每天都能发现更多收入增长机会。”

所有这些为该公司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所有人员都不必再做

无谓的重复工作。Ken 透露：“根据这些工具的分析结果，我们
立即将 300,000 美元广告费用从回报不佳的广告改投到回报较
好的广告上，结果头两天就获得了 200% 的投资回报率。”

得益于数据分析，Ken 及其他人员现在可以将自己的时间花在
发现支出回报不佳的广告和宣传活动，将营销资金改分到效果更

好的宣传活动上。 



如 何 着 手 使 用

Tableau 很久以前就与 Google Cloud Platform 的各款产品
实现了深度集成（包括原生连接到 Google Analytics、Google 
BigQuery、Google Cloud SQL 和 Google 表格）。这使得
组织可以大规模进行部署，而且具有可灵活扩缩规模的弹性；

同时，IT 部门也可以维护数据的完整性并保持对数据的有效管
控。Tableau Server 在 Google 的云基础架构中也可以顺畅
运行，因此，客户如果更喜欢将自己的所有应用程序都部署在 
GCP 内，Tableau 有一整套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其需要。

https://www.tableau.com/solutions/google
https://www.tableau.com/solutions/google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maximize-your-marketing-efforts-google-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google-bigquery-tableau-best-practic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google-bigquery-tableau-best-practic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google-cloud-sql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6/5/connect-directly-your-google-sheets-tableau-10-53954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6/5/announcing-tableau-server-google-compute-engine-54147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6/5/announcing-tableau-server-google-compute-engine-54147


相关资料
Tableau 网站上的营销分析解决方案页面 
汇聚了各种信息资料，让您可以充分了解 Tableau 如何帮助营
销人员查看和理解数据。

zulily 营销分析案例研究 
在此页面中可以详细了解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如何搭建一个自助

式营销分析平台，从而以最优方式实现了 Google BigQuery 与 
Tableau 的集成。

Google BigQuery 和 Tableau：最佳做法 
了解 Tableau 和 Google BigQuery 如何协力帮助用户分析海
量数据并快速获得答案。

探索其他 Tableau 资源
产品演示

培训与教程

社区与支持

客户故事

解决方案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marketing-analytics
https://www.tableau.com/zh-cn/about/blog/2018/4/why-zulily-created-self-service-marketing-analytics-platform-tableau-and-google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whitepapers/google-bigquery-tableau-best-practic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demos
https://www.tableau.com/zh-cn/learn
https://www.tableau.com/zh-cn/community
https://www.tableau.com/zh-cn/support
https://www.tableau.com/zh-cn/resources/all/customer-stories
https://www.tableau.com/zh-cn/solutions


关于  TABLEAU SOFTWARE

Tableau（纽交所代码：DATA）帮助人们查看和理解数据， 
通过无穷无尽的可视化分析进行探索。客户只需点击几下即可

构建仪表板，进行临时分析。他们可以和任何人共享自己的工

作成果，对业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全球性企业到初创企业

和小企业，世界各地有超过 70,000 家客户在使用 Tableau 
将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见解，超过 300,000 名用户使用 
Tableau Public 在自己的博客和网站上分享公共数据。欢迎
登录 www.tableau.com/zh-cn/trial 下载免费试用版，了解 
Tableau 能够给您带来哪些帮助。

http://www.tableau.com/zh-cn/trial


关于  GOOGLE BIGQUERY

Google 推出的 Cloud Platform 是一款企业解决方案，同时也
是很多面临大规模复杂数据问题组织的不二之选。这款解决方案

提供的各种云服务专为企业长期使用而打造，安全可靠、覆盖全

球、性能卓越且经济实惠，可确保您的基础架构能够适应未来发

展需要。借助这款解决方案，您可以充分利用极其强大的数据和

分析技术，更快地找到答案并打造出更优异的产品。从原型设计

到投入正式运行，再到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您都无需考虑容量、

可靠性或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