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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行业 全部行业 医疗（有广审表）、教育

适用咨询工具 商务通 商务通

是否叠加其他样式 是（与多种样式叠加） 是（少量样式叠加推进中）

展现位置 PC+无线 无线

产品定位 缩短转化路径，咨询直达 升级产品，提升咨询效率

线索通·服务组件全局一览
客户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服务支持能⼒选择合适的服务组件——线索通支持咨询、电话、表单3种服务组件。

线索通

电话 咨询 表单

智能咨询页咨询通



背景：咨询通缩短转化路径，提升转化效率

使用线索通——咨询组件可前置于展现层，即缩短意图流量的转化路径，又拓宽了原本的转化漏⽃，从⽽取更多咨询。

普通凤巢

咨询通

点击广告创意
进入落地页

点击红框区域
直接跳转进入咨询页面，进行咨询转化

在落地页里
进行咨询转化



升级：智能咨询页四大升级——满足广告主需求

l 期望咨询中断或结束后，仍有机会再触达用户，对网民进行再营销；

l 期望可看到网民的关键词、搜索记录、人群画像等，更精准高效接待 ；

l 期望点击广告全部区域，均可直接进入咨询，获取更多线索；

l 期望根据行业特性结构化呈现创意，内容贴合行业特点；

客
户
新
需
求

样式

精准

接待

转化

⼴告主对咨询提出更⾼的需求，⽹民也需要更好的咨询体验——智能咨询页功能、效果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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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咨询页（教育行业）

意图模型

信息收集/
比较/筛选

找课程/专
家/机构

咨询意愿
强/弱

咨询场景

核心需求

细分需求 直达服务 定制咨询页

快问&智能咨询页

快问(教育行业)

方案：点击广告快问，直达智能咨询页，“信息+服务”交互式引导网民咨询和转化



智能咨询页四大功能优势（一）——更懂用户，更高效率

独享具有行业特点的稀缺样式资源
智能咨询页-样式举例

点
击
红
框
进
入

智
能
咨
询
页

• 触发规则：关键词触发
• 展现位置：移动搜索结果页上下方
• 计费方式：CPC
• 跳转规则：整卡点击均跳转到智能咨询页

适用教育行业客户

适用医疗行业客户

适用医疗&教育行业客户



智能咨询页四大功能优势（二）——多给你几分钟，你能搞定么

“看”信息与“问”服务结合，交互式引导网民咨询。
导航栏信息【可编辑】
机构介绍、病症信息、课程介绍、师
资介绍、点击可直接显示对应信息在
对话框中

应答卡片【不可编辑】
内容与网民“搜索词”强相关，从百
度公共信息库中抓取，暂不开放编辑

引导提问【不可编辑】
内容与网民“搜索词”强相关，引导
网民主动提问，延长停留时间

电话号码【可编辑】
提交物料中“机构电话”——点击
红框区域直接拨号

l 1个工具，2种转化

l 网民点击哪里都免费

l 帮你把网民留久一点，能聊

多少，就看你的了！



智能咨询页四大功能优势（三）——给在线客服开外挂

对话前，向广告主披露更多信息，降低接待难度。（部分上线）

10

智能咨
询页

搜索词、搜索词来源、
关键词【已上线】

基于IP的访客实时地
理位置【已上线】

用户咨询历史
近期是否曾进与同行业广
告主进行咨询【已上线】

用户兴趣、关注点
【待上线】

咨询意愿度
基于百度大数据&人群
画像分析结果【待上线】

按星级给出关注度高低——
5星最高，1星最低

l 此处选用商务通2017年9月功能

版本举例；

l 不同咨询工具功能稍有差异，详

细信息与咨询工具客服询问；



智能咨询页四大功能优势（四）——开了外挂，还有大招！

用户离开可唤醒——访客不掉线。（即将上线）

聊天唤醒（实时） 推送消息（定期）



*有效咨询率：有效咨询次数/广告点击数

有效咨询率约是普通凤巢产品的3倍——大幅提升转化

武汉XX少儿培训机构：智能咨询页咨询量大，咨询成本
低。访客质量好，获取到联系方式量比较大。

上海XX整容医院：拿2个账户实验后，效果很好，已经
把全部账户都开启了，提高了出价系数。

客户反馈

成都XX医院：智能咨询页引导的到院率是普通产品的3
倍。30条对话，5个来院，17%的转化，是普通产品的
转化约5.6%。

普通凤巢产品 快问&智能咨询页

3倍

产品效果

智能咨询页·产品效果

2017年7月~8月，智能咨询页向全国开放客户试用体验。通过对422试用客户的回访，发现：

l 开启使用智能咨询页后，咨询转化效果大幅提升；

l 解决推广中的实际问题，获得客户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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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操作建议

2. 分咨询工具说明

3. 异常情况处理



www2.baidu.com——搜索推⼴——推⼴管理——组件——线索通——咨询操作入口

新建咨询方案

智能咨询页——完成操作仅需“6”步



首次进入
选择行业

机构信息

l 医疗服务：有广审表

l 行业按真实情况选择

1、机构名称：与广审表一致

2、官网：可打开、无下载

3、机构简介：严格按照八准、广审表信息

l 禁止出现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

文摘、引用语等信息；

4、LOGO：

l logo图必须完整、清晰、可见；

l 图片logo需与客户网站logo一致；

l 医院门头照必须保证医院名称完整、清晰

l 图片不得有联系方式；

l 图片不得为人像的正脸或全脸；



绑定
咨询工具

科室分类

科室提交注意事项：
l 严格按照广审表信息选择科

室；

l 根据广审表审核；

l 为全部科室绑定物料可有效

提高展现

一级科室 二级科室

内科 全部

外科 普通外科专业

麻醉科 全部

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液

血液专业

临床化学检验专业

临床免疫

血清学专业

医学影像科

X线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

中医科

内科专业

外科专业

肛肠科专业

中西医结合科 全部

广审表截图

广审表截图——对应一级科室，二级科室举例

后面3页详细说明

教育行业此处为课
程信息填写



新建沟通工具-商务通

站点ID

登录名1 登录名2（管理员）

短信验证码

登录名3（管理员）

l 同一站点ID有多个管理员账号，无需重复授权，只需一个管理员

账号，授权一次站点ID即可；

l 绑定后，同一站点ID下全部登录名均可接收到该智能咨询页方案

请求——咨询分配规则线索通不参与，不干预；

l 在线客服员工修改登录名密码对线索通无影响

在线客服要做2件事：

1、新增沟通工具选择商务通，点击“去授权”

2、在商务通授权网站上完成授权，需要提供

“商务通站点ID”、短信验证码（短信验证码会

发送到绑定的管理员手机上）

备注：商务通网站上授权成功后会自动刷新回百

度推广网站，提交物料投放即可。



全账户绑定

设定出价

全账户绑定可提升展现：

l 每个科室都绑定账户层级；

l 每个课程都绑定账户层级；

l 每个老师都绑定账户层级；

——产品提供多种样式、匹配逻辑确保

广告内容相关性。

l 采纳建议出价有效包装投放效率；

l 出价系数＞1.3，否则展现机会渺茫。

等待物料审核，物料审核周期——“3个工作日”



智能咨询页-智能连通客服功能

功能介绍：开启智能连通客服功能后，智能咨询页将仅在网民有强咨询需求时（如网民发言）才连通客服，降低无对话骚扰，缓解客服

压力，保证优先接待高质量访客，提升客服接待效率，但开启后连通率将降低。

操作路径：百度推广-搜索推广-组件-线索通-咨询-线索通高级设计-智能连通客服



咨询通

智能咨询页
【商务通×医疗行业】举例

补充：智能咨询页物料绑定关系

咨询URL   1

咨询URL   2

咨询URL   3

咨询URL   3

全账户

计划 1、计划 2

计划 3

计划 4

咨询工具（站点ID  1）

咨询工具（站点ID  1）

咨询工具（站点ID  1）

咨询工具（站点ID  2）

中医科-内科专业

中医科-外科专业

中医科-肛肠科专业

中医科-肛肠科专业

全账户

全账户

全账户

全账户

【咨询通】2个元素
——1个计划⽆法同时绑定多个咨询URL，全账户层级⽆法同时绑定多个咨询URL，1个咨询URL可以同时绑定多个计划

【智能咨询页】3个元素
——全账户层级可同时绑定多个业务、多个老师、多个科室、多个咨询⼯具，更符合复杂业务场景需求，提升投放效率

l 搜索词——关键词——科室信息 3者匹配成功出疾病创意内容；
l 搜索词——关键词 2者匹配成功，科室信息相关性差，出医院创意内容。



补充：已开通“智能咨询页”权限，却没有入口——怎么办？

修改行业标签（产品仅适用医疗、教育行业客户）

没有入口怎么办：

1、告知客服，邮件申请开通权限（每周四晚开通）

2、客服确认权限已经开通，却没有入口——继续操作

资产——商户信息

修改行业信息为医疗/教育



补充：物料审核未通过，怎么排查修改？

去【业务资料】——2个审核点

查看“机构信息”状态

查看“业务信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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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点/消数据

2. 线索追踪数据



www2.baidu.com——搜索推⼴——推⼴报告——组件创意报告——智能咨询页报告入口

查询区

数据走势

数据可选项

展现、点击、消费数据——位置不变



线索组件数据

线索组件数据 点击前置服务组件的次数和因此产⽣的消费，用于评估线索通效果和投⼊费用，计算平均点击价格

点击红框区域
的次数

点击红框区域
产生的消费

展现、点击、消费数据——线索组件数据



相关搜索推广数据 含有服务组件的⼴告展现量、整条⼴告点击量，及因此⽽产⽣的消费。

相关搜索推广数据

线索通·咨询
展现量

广告总点击
（标题+创意+组件）

总点击产生
的消费

展现、点击、消费数据——相关搜索推广数据



线索通追踪数据

报告入口 www2.baidu.com -> 搜索推广 -> 推广管理 -> 组件 -> 咨询->咨询线索（替换原“线索通管理平台”）

功能：

1.记录、展现使用智能咨询页用户的行为信息及客服应答情况；

2.帮助广告主对已获取的线索统一管理，便于其进一步对高潜客

户进行二次营销，优化客服策略及广告投放策略。

3.页面布局：线索来源选择区、筛选区、详细数据区

l 【智能咨询页】线索通据多

l 【咨询连接】线索数据少



支持【咨询】、【自定义表单】线索数据

线索排序 线索来源信息 线索转化接待信息

线索追踪报告-智能咨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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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咨询页咨询来源——获取方式（商务通）

“智能咨询页”访问来源均标记【智能咨询页】（具体以咨询⼯具后台页面为准）



聊天窗口——搜索词、关键词、历史相关咨询信息（商务通）

聊天窗⼝提供搜索词、关键词、来源、历史相关咨询等信息（具体以咨询⼯具后台页面为准）

是否有过相关咨询历史：有



轨迹——通话前跳转去向均可查询（商务通）

“ 增加【轨迹】通话前的点击跳转去向均有记录（具体以咨询⼯具后台页面为准）



留言详单——含搜索词、关键词，可下载（商务通）

（具体以咨询⼯具后台页面为准）



Q&A

问题：智能咨询页适合哪些行业？
答案：当前开通了医疗和教育行业，后续会扩展到医疗教育外其他行业。

问题：智能咨询页是否收费？
答案：智能咨询页免费，但点击进入智能咨询页的广告会收费。

问题：智能咨询页与推课、问医生的关系？
答案：智能咨询页是推课和问医生的升级版，当前推课和问医生均已经下线。



线下报名方式

UID 帐户名 行业 所属运营单位 使用咨询工具

医疗、教育行业客户，如果还没有开通入口但愿意使用智能咨询页的，可以联系接口的百度同学申请开通，

也可以发邮件开通。

邮件发送至：iimlp@baidu.com

Ø 报名内容：填写以下表格，符合要求的用户，将每天开通权限。

l 智能咨询页暂无优审通路

l 提交物料后三个工作日完成审核



线索通·智能咨询页

H5页面 案例 持续更新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