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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PC站点整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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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pc入口

路径①：基木鱼平台——我的站点——新建站点——选模板——PC——选择模板



新建pc入口

路径②：基木鱼平台——我的站点——新建站点（无站点时）——选模板——PC——选择模板

路径③：基木鱼平台——选择模板——筛选站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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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公司信息——是客户主体相关的内容，一个客户只有唯一的公司信息，账户层级的设置

公司名片:
主要展示在首页页眉位置
包含公司logo、网站名称



第一步公司信息

公司介绍:
主要展示在首页页面中位置
包含公司信息、公司图片

——是客户主体相关的内容，一个客户只有唯一的公司信息，账户层级设置



第一步公司信息

联系信息:
主要展示在首页页面中下位置
包含公司地址、公司电话、联系
人、工作时间、邮箱、QQ、微
信、邮编

——是客户主体相关的内容，一个客户只有唯一的公司信息，账户层级设置



第一步公司信息

荣誉资质:
主要展示在首页页面中下位置
为选填内容
包含荣誉名称和荣誉图片
最多可上传7个荣誉信息

——是客户主体相关的内容，一个客户只有唯一的公司信息，账户层级设置



第一步公司信息

合作伙伴:
主要展示在首页页脚位置，为选填内容
以图片形式上传 最多可上传6个合作伙
伴信息

——是客户主体相关的内容，一个客户只有唯一的公司信息，账户层级设置

【保存】:
点击保存，可将已填写的内容保存为草
稿
【提交审核并下一步】：
点击对已填写内容会进行校验和送审，
并进入第二步内容管理



第一步公司信息——是客户主体相关的内容，一个客户只有唯一的公司信息，账户层级设置

公司信息字段为整体打包送审形式，会整体返回一个审核结果

填写后点击保存，则状态为草稿

已提交未返回审核结构前，审核中编辑按钮置灰

点击未通过可查看未通过原因，以及图片示例，
点击小图可以放大查看

送审并返回通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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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内容管理——为账户层级设置，可被页面引用和直接生成系统页面

进入到内容管理界面，本期只有文章和产品两类
内容设置，默认进入为新建文章，可选择新建也
可选择跳过进入下一步

点击上一步返回到公司信息设置，
点击下一步则进入转化信息设置

点击管理和新建文章分类



第二步内容管理——新建/编辑文章

点击“新建文章”侧拉门出现文章新建/编辑浮层

文章标题

文章分类：默认分类为“未分类”，点击新建可新建文章分类

内容摘要

文章缩略图：用于首页、列表页

文章正文

文章标签：最多可输入5个标签，每个标签最多20个字符

提交审核：点击提交则保存内容并送审
取消：点击取消，需二次确认，保存并关闭，
则改为草稿态，直接关闭则不保存



第二步内容管理——文章列表主要操作功能

②同编辑新建文章①可按照文章
标题搜索已有
文章

③可按照文章分类筛选

④可按照文章审核状态筛选

⑤批量操作：
可对文章批量
删除、修改状
态、转移至其
他分类

⑥ 上架：是指在网站的相应
内容列表中展示该文章内
容

⑦ 下架：是指在网站的
相应内容列表中不再
展示该文章内容



第二步内容管理——文章列表（批量操作）

②可对文章所属分
类自由选择

①支持对内容进行
上架、下架操作

③支持对文章
批量删除，删
除仅在B端列
表删除，不影
响已上架的文
章



第二步内容管理——新建/编辑产品

点击产品tab“新建产品”侧拉门出现产品新建/编辑浮层

产品标题

产品分类：默认分类为“未分类”，点击新建可新建文章分类

简介

头图

正文内容

标签：最多可输入5个标签，每个标签最多20个字符

提交审核：点击提交则保存内容并送审
取消：点击取消，需二次确认，保存并关闭，
则改为草稿态，直接关闭则不保存

产品参数：一个产品最多可设置6个产品参数，可查看参数示意图



第二步内容管理——产品列表主要操作功能

②同编辑新建产品
①可按照产品
标题搜索已有
产品

③可按照产品分类筛选

④可按照产品审核状态筛选⑤批量操作：
可对产品批量
删除、修改状
态、转移至其
他分类

⑥ 上架： 产
品审核通过后
会自动上架

⑦ 下架：是指在网站的相
应内容列表中不再展示
该产品内容
需手动对产品进行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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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转化信息——应用于站点层级，非账户层级设置

点击编辑进入编辑界面

转化信息设置依赖营销通的
各转化方案设置，需要先到
营销通设置好pc的转化方案

初始化状态下，各转化位置内容默认无



第三步转化信息——顶部转化设置

进入顶部转化设置界面，可选择2种转
化类型：网页回呼、咨询 也可选择不
设置
2种转化类型仅可勾选其中1种，默认选
中网页回呼转化类型

顶部转化主要展示在C端导航等
入口，样式一般为button样式，
如果是网页回呼，则点击后弹出
回呼弹层，让用户留下电话；如
果是咨询，则点击后进入对话弹
窗或者咨询网页



第三步转化信息——右侧悬浮转化设置

右侧悬浮即主要展示在网页右侧的悬浮样式，
交互是点击后直接跳转，或弹出弹窗，或者
鼠标悬浮展示弹层。

进入右侧悬浮转化设置界面，可选择三种转
化类型：网页回呼、咨询、表单
三种转化类型可勾选任意其中1—3种，也可
不选，默认进入三种转化类型都为选中状态



第三步转化信息——底部悬浮转化设置

底部悬浮转化即主要展示在网页页脚的样
式，交互是点击后直接跳转，或弹出弹窗，
或者鼠标悬浮展示弹层。

进入吸底转化设置界面，可选择三种转化类
型：网页回呼、咨询、表单
三种转化类型仅可勾选其中1种，默认进入选
中网页回呼转化类型，也可选择不设置

若在底部设置转化类型开启了咨询，若在IM
工具设置有客户主动邀请功能，则在PC网页
会自动展现



第三步转化信息——页面中转化设置

页面中转化即主要展示在网页中部的样式，
交互是点击后直接跳转，或弹出弹窗，或者
鼠标悬浮展示弹层。

进入页面中转化设置界面，可设置三种转化
类型：网页回呼、咨询、表单
三种转化类型为非必填



第三步转化信息——审核

点击保存会对转化所有设置保存为草稿
点击上一步会进入第三步内容设置
点击提交审核并下一步 所有设置内容会整体送审并进入第四步页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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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页面编辑

新手引导：点击可查看新手引导

查看编辑模块：选择模板后首页、公司详情
和联系我们的页面下的模块为固定的，可对
各模块进行编辑或隐藏不需要的模块，页眉
页脚模块没有隐藏操作，本期暂不支持新增
模块

可对页面进行保存、预览、提交送审

选择页面：可编辑的页面有首页、公司详
情、联系我们

页面管理：点击“页面管理“从右侧拉出浮
层，对页面进行编辑，首页不可以删除。非
首页可以删除



第四步页面编辑——具体模块编辑-页眉

logo以及网站名称：从【公司信息管理】-
【公司名片】中拉取引用，引用的内容不可
在模块编辑时修改

页眉：整个页眉模块的编辑仅出现在首
页的模块列表中，作为第一个模块（后
续支持其他页面粒度的编辑）

页眉中有转化信息：数据从【转化信息管理-
顶部转化设置】中拉取

导航管理：展示导航层级、导航名称、支持新建
一级导航菜单
导航层级：最多可设置3级导航层级
导航顺序：上下拖拽菜单可以进行顺序的移动
导航菜单操作项：编辑、链接页面、添加子导
航、更多（更改父导航、删除）
导航链接页面：普通页面指：可在页面编辑内编
辑的的页面，如首页、公司详情、联系我们等
系统页面指：通过内容管理生成的页面，如文章
列表页、产品列表页、文章详情页和产品详情页



第四步页面编辑——具体模块编辑-页脚

页脚模块不出现在具体页面的编辑模块中

导航链接：拉取一级导航名称和链接，如果一级导航没有链接，则不展示；B端不可以修改，点击后新开页面到对应链接

版权：年限+客户公司名称，如2020 百度网讯

免责声明与备案号：均为模板固定文案



第四步页面编辑——具体模块编辑-其他模块

Pc页面编辑普通页面 包含的模块

首页 页眉、轮播图、产品中心&新闻资讯、公司介绍、文章咨询、表单、联系我们、
公司资质、合作单位、活动模块、页脚、悬浮模块（右侧和底部悬浮）

公司详情 页眉、公司详情、产品规划、团队介绍、页脚、悬浮模块

联系我们 页眉、联系我们、分支机构、页脚、悬浮模块

整个内容编辑，可以分为2类：
一是按照页面内容填写；
二是从内容库或者公司信息管理、转化管理进行引用

引用内容管理中的数据：因为是根据模板内容自动预置到B端的内容编辑框中，所以引用关系已经确定，无需重新设置；
但支持修改分类，不支持修改来源，比如引用内容是产品内容库，不可以修改为文章，但可以修改引用的具体分类，默认
是全部；引用内容，自动联动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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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辑流程

编辑站点的流程：我的站点——pc站点——编辑按钮——进入编辑站点（展示公司信息、内容管理、转化设置、页面编辑）



目录
CONTENTS

• 新建pc入口&模板选择

一、新建流程

• 第一步 公司信息

• 第二步 内容管理

• 第三步 转化信息

• 第四步 页面编辑

二、编辑修改流程

三、站点分析

• 新建整体流程

四、营销通

• Pc表单

• 网页回呼组件

• 营销通pc咨询产品



三、站点分析

基木鱼站点分析：升级新增pc站点层级的数据查看界面，其他交互操作与原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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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1.新建表单方案

基本信息 计数设置

2.审核通
过

生成可用
表单方案

基木鱼等
站点使用

提交成功
提示语

高级设置基础设置

表单内容

用户验证

展示已报名
用户

机审

用户
PC打开展现PC

样式

移动页打开展现
移动样式

打开页面

营销通-表单整体流程



页面中右侧图标-点击吊起浮层表单

选择模版，支持引用营销通表单方案，或跳转到营销通新建表单方案

PC表单样式一



页面底部-悬浮按钮-点击唤起浮层表单

按钮可在一定范围内移动

选择模版，支持引用营销通表单方案，或跳转到营销通新建表单方案

PC表单样式二



页面平铺表单

选择模版，支持引用营销通表单方案，或跳转到营
销通新建表单方案

PC表单样式三



附营销通-表单方案产品操作手册



Step 1
表单管理

①表单展示字段：表单名称，类型，创

建时间，表单收集量，状态，操作；

②操作：包括查看（表单设置内容），

数据（跳转至线索详单页），删除（表

单删除，已绑定需先解绑后删除）；

注意：

① 表单名称显示“-”，则此表单为原商家号的旧表单，如客户需要对此类表单方案

迁移至基木鱼，需在营销通上新建表单送审，通过后替换原来的表单。

② 自定义组件-霓裳高级编辑器内的表单不支持编辑。

营销通—组件管理（表单组件操作指导）



Step 2

新建表单内容

基本信息：

①表单名称：100个字符；

表单内容：

①标题：50个字符；

②表单项：见下一页；

③按钮文案：20个字符；

用户验证：智能验证，短信

验证，随机验证，不验证 。

4⃣️预览：默认移动端预览，

点击tab切换到pc预览，支持

查看大图预览。

营销通—组件管理（表单组件操作指导）



Step 2.1

新建表单内容-填写表单项

①表单项：默认姓名、电话，设

置为必填；

②添加表单项：包括姓名、电话、

邮箱、数值、城市、日期、日期

时间、文本、单选下拉、多选下

拉、单选、多选、计算器；可添

加多个；

营销通—组件管理（表单组件操作指导）



Step 2.2

新建表单-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

注：此处进行设置后，在编辑器

使用时可进行修改；

①计数设置：可点击启用或

关闭；

 计数方式：累加、递减；

注：此处的数字为实际展示时的

起始计数值；

 展示样式：弱样式、普通

样式、强样式；

②展示已报名用户：可点击启用

或关闭；

注：开启后，表单历史转化超过10个，

在落地页展示已参加用户信息，表单

内需有姓名、电话字段才可使用此功

能。

展示样式：滚动墙、滚动条；

③提交成功提示语：默认提交成

功，40个字符；

营销通—组件管理（表单组件操作指导）



Step 3

新建表单-计算器设置
计算器表单项内容包含“标题”“用户输入

内容” “计算结果”均为必填

1、标题：默认为计算器，可修改；

2、用户输入内容 ：填写标题名称、输入默

认值，最多支持5个输入项，至少设置一个

必填项；

例：你需要用户填写房屋面积，则在下方添

加输入项，并填写名称为房屋面积。

3、计算结果：填写标题名称、计算逻辑，

最多添加4个结果, 建议添加2个或4个；

例：你想为用户提供装修价格，则在下方添

加结果项，设置计算逻辑：房屋面积X500

，用户填写房屋面积后，即可获知装修价格

。

营销通—组件管理（表单组件操作指导）



Step 4

新建表单-设置去重

去重设置：

①搜索功能：支持站点名称搜索；

②披露字段：站点名称、更新时间、

手机去重、ip去重、设备去重、操作；

③设备去重：

 手机去重：一定时间内允许提交的

次数设置；

 Ip去重：一定时间内允许提交的次

数设置；

 设备去重：一定时间内允许提交的

次数设置；

注：设置去重后，仅对新提交的线索

数据生效，历史数据无法变更

营销通—组件管理（表单组件操作指导）



一键重发：对“发送失败”和“接收失败”

的线索手动重发；

位置：营销通-线索详单-表单、抽奖、卡券-

一键重发；

操作：线索详单表单、抽奖、卡券报表，增

加“API状态”字段，披露API发送状态；选

择“发送失败”和“接收失败”的线索后，

手动点击“一键重发”按钮，则进行线索重

发，并提示“一键重发请求成功”。

API状态：：发送成功：您已收到该线索；接收异常：请自查网络服务是否正常；

发送异常：请尝试一键重发；未设置：该页面/账户未设置接口；

说明：一次重发最大时间范围不超过3天。

Step 4

线索详单-表单统计字段

营销通—线索报告功能（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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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回呼产品简介——离线宝功能整合基木鱼重新上线，免费试用中

PC上的电话咨询

手机号是商家线索的终极目标

电话咨询是网民沟通形式中成单率
最高的客户

PC端无法与手机关联，实现快速
电话咨询

网页回呼

解决方案

与原离线宝产品线网页回呼功能一致，现重新升级，融入基木鱼平台。（离线宝平台后续将下线，请使用的
客户尽快转移）

原离线宝产品线网页回呼功能产品效果 电话咨询量+98.5%！

营销通—网页回呼功能



网民 客服

010-88****88 010-88****88

|请输入您的号码 免费回电

2
13812345678
1

百度呼叫中心

3接通网民、接通客服

实现网民免费进

行电话咨询，咨

询无忧

产品优势——四大优势助力PC端电话咨询转化

灵活设置接听顺

序，网民先接or

客服先接

设置灵活免费

多客服备份

支持设置三个客

服电话，保证网

民咨询均可接听

已接、未接，都

会发送线索提醒，

提醒商家及时沟

通

线索多路提醒

营销通—网页回呼功能



效果预览——所有字段均设有默认文案及配图，无需更改即可生成完整展现界面

PC站点回呼组件首屏效果预览 点击回呼按钮默认弹窗样式预览

填写号码点击呼叫

营销通—网页回呼功能（效果预览）



回呼方案设置——入口

在营销通平台营销组件中会加入网页回呼入口

⚠️注意：仅在基木鱼PC小流量名单中的客户才能看到网页回呼入口

营销通—网页回呼功能（入口）



回呼方案设置——新建／编辑方案

设置方案名称，基木鱼等平台引用时使用

设置客服接听线索的号码，可最多添加三个号码，

可以是手机、固话、400三种类型

可设置接听顺序，网民先接或客服先接，如果客服

号码是类似10086那种需要网民输入0等号码才能

连通客服的模式，请选择网民先接的方式

网民身份验证模式，筛选哪些种类的网民能使用回

呼功能和你通话
服务时间只有新建时设置一次，不能再编辑

营销通—网页回呼功能（设置）



回呼方案设置——漏接设置

下拉选取线索接收中设置的手机号码

跳转至线索接收中设置手机号码

下拉选取线索接收中设置的Hi账号

⚠️注意：当前设置会接收所有回呼的线索提醒，包括未接和已接的。

跳转至线索接收中设置手机号码

营销通—网页回呼功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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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1.新建咨询方案

方案名称 欢迎语

2.审核通
过

生成可用
咨询方案

基木鱼等
站点使用

客服联通方式

快捷咨询

自定义导航

高级设置基础设置

客服账号

客服联通方式

商家卡片

机审

人审

用户
PC打开展现PC

样式

移动页打开展现
移动样式

打开页面

营销通-咨询整体流程



支持在B端设置在当前页展现对话弹窗或打开新标签页展现对话框

在当前页展现对话弹窗

打开新标签页展现对话框

PC渠道跳转示意图



附营销通-咨询方案产品操作手册



• 若未授权咨询工具，需先授权咨询工具完毕后，新建咨询页

• 点击授权客服账号进入客服账号授权页面进行授权，授权完成后继续新建咨询页

• 若已授权客服账号但未建咨询页，可直接点击新建咨询页按钮进行新建

营销通-咨询-新建咨询页



• 若未授权咨询工具，需先授权咨询工具完毕后，新建咨询页

• 点击授权客服账号进入客服账号授权页面进行授权，授权完成后继续新建咨询页

• 若已授权客服账号但未建咨询页，可直接点击新建咨询页按钮进行新建

营销通-咨询-新建咨询页



咨询页管理

• 支持创建咨询页时间、咨询页名称筛选；

• 点击‘新建咨询页’按钮新建咨询页；

• 咨询页列表展示内容包含：咨询页名称、创建

时间、咨询量、状态及操作；

• 创建时间：咨询页提交时间(若修改了咨询页，

创建时间即为修改时间)。支持排序；

• 状态：已生效、审核中(该状态下无聊不支持

编辑、删除)、审核拒绝。支持筛选；

• 咨询数：在该咨询页产生的一句话及以上咨询

数量；

• 操作：数据、编辑、复制页面、复制链接、删

除；

营销通-咨询-咨询管理



智能咨询页创建包含基础设置（基础信息、设置联通、客服账号）、高级设置（欢迎语、商家卡片、快捷咨询按钮、电话悬浮）

基础设置

包含咨询页名称、客服联通方式、设置客服账

号。均为必填项。

基础设置-咨询页名称

咨询页名称：名称不可重复，字符不超过10

个。咨询页名称不展现给网名，主要用于页面

管理/筛选。

营销通-咨询（新建/编辑咨询页）



基础设置-客服联通方式：

• 智能联通：当访客有强咨询需求(如打字输

入、发送消息)或达到客户设置的自动联通

时间时，将建立与客服的对话.适合大多数

客户.下拉设置联通时间

• 访客发送第一条信息访：网名输入第一条

消息过程中联通客服。适合客服不是很充

足的客户，当访客有非常强烈的咨询需求

后客服再介入。

• 访客进入咨询页：进入页面0秒联通。适合

客服资源充足的客户，可以快速和访客沟

通。

基础设置-设置客服账号：

设置客服账号：下拉选择所有的客服账号

营销通-咨询（新建/编辑咨询页）



高级设置

• 包括欢迎语、商家卡片、快捷

咨询、自定义导航；

• 可根据业务需求设置，可跳过

不设置，直接创建页面；

• 开关默认关闭状态；

• 点击上一步进入基础设置

营销通-咨询（新建/编辑咨询页）



高级设置-欢迎语设置

• 访客进入页面后向其展现已设置的

欢迎语内容

• 点击开关打开欢迎语设置，输入框

直接输入，最多100个字符

• 若输入带微信/电话号码的欢迎语

无法过审

• 输入过程中，可根据输入的内容推

荐/联想历史使用的欢迎语，以便

客户直接使用

移动C端展示 PC C端展示

营销通-咨询（新建/编辑咨询页）



高级设置-商家卡片设置

• 可新建卡片或选择已有卡片

• 新建卡片：卡片名称(必填)、图片上传(必填)、

跳转链接、卡片标题、卡片内容；

• 上传图片：支持选择上传大图(1140:500)或者

小图(170:170)

• 跳转链接：为二级下拉。可添加智能单页和多

页站点中的某个页面，智能单页无二级下拉。

可添加链接均为基木鱼已审核通过的链接；

• 卡片标题/内容：仅支持纯文本，无法修改字体

颜色、大小、样式等；

• 选择已有卡片：下拉选择相应卡片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商家卡片移动端C端展示效果 商家卡片PC端C端展示效果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快捷咨询设置

• 包含按钮类型、按钮文案、回复内容

• 按钮类型：文字按钮、电话按钮

• 文字按钮：输入按钮文案，最多10个字符。

当选择文字按钮时，回复内容可设置图文回

复、文字回复和页面跳转。

• 图文回复： 可选择已有卡片或新建卡片

• 文字回复：输入回复文案

• 页面跳转：下拉选择相应跳转页面

• 电话按钮：支持选择已有电话或输入电话。

可新增手机、固话、智能电话，点击新建智

能电话，进入智能电话添加页面。最多可添

加一个电话快捷咨询。若已经添加了一个，

电话按钮置灰不可点击。

• 点击添加快捷咨询增加多个快捷咨询方案。

快捷咨询超过2个时，支持移动和删除。

电话按钮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高级设置）



快捷咨询移动端C端展示效果 快捷咨询PC端C端展示效果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自定义导航

• 自定义导航包含：菜单文案、回复内容

• 点击添加菜单文案，不超过12个字符；支持时

间筛选操作，默认展示今天，最多可查看近30

天的数据；

• 回复内容：默认图文回复，可选择已有卡片或

新建卡片。回复项三选一。点击页面跳转回复

内容时，若已添加图文回复内容，将提示：进

入页面跳转内容设置后，图文内容将被清楚，

需进行确认；

• 点击添加菜单，添加一行主菜单列表，最多可

添加6个菜单

C端展示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高级设置）



自定义导航移动端C

端展示效果
子定义导航PC端C端展示效果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高级设置）



在营销通设置咨询页且审核通过后，可前往基木鱼绑定该页面。

多页站点：下拉选择咨询页面

编辑器：如图

营销通-咨询（咨询页绑定设置）-移动端站点



首页数据：咨询组件数据为客户在营销通设置的咨询页数量

详细数据：

• 新增咨询页URL、咨询工具展现。

• 咨询页名称展现客户在营销通设置的名称，咨询页URL展现

咨询页面链接，咨询工具展现该客户设置的咨询工具。

营销通-咨询数据披露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