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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1产品简介 

搜客宝是一款聚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智能搜索引擎和客户管理功能的在线 SaaS 软件应用系统，本产品的使用和更新都是以云端在线的形式进行，无需

安装应用程序，系统采用 web开发标准，用户可随时通过互联网访问。旨在帮助业务人员找到更高价值的营销线索和商机信息。（官网：https://www.lixiaoskb.com） 

2主要功能和技术特点 

搜客宝通过建立智能机器学习模型，合法收集目标客户线索，提供可用的企业客户线索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email、QQ、经营地址等，较人工搜索

提高 75%以上的效率。用户可一键查看客户在网络平台的状态。同时系统内的智能搜索引擎通过大数据技术代替人工判断，推荐相似线索。所有企业信息包括常

用的维度以及个性化企业画像，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关注需求。 

除了可以使用完整的系统功能，搜客宝也支持通过数据接口与 CRM/ERP/CC等类型的系统集成使用，补足办公集成系统中客户资源短缺的弱点。  

3系统中用户的账户体系 

首次使用搜客宝，用户需要通过拥有管理员功能的账号登录，此类账户称之为主账号。主账号首次登录后可以通过系统内的 “用户管理” 版块开通若干普

通账户，此类账户称之为子账户。 

系统账户角色的设计参考了各类行业中销售业务人员的团队架构体系，大部分团队由10人左右的人员构成，包含1个主管或组长。在搜客宝的账户体系中，小

团队的用户通过一套账户即可满足，即主、子账户两种角色便可覆盖整个团队的工作。对于大团队的用户，搜客宝也支持多角色多层级的账户体系以满足复杂的

组织架构团队。 

https://www.lixiaosk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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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客宝的主账户即是团队内主管的角色，主账户包含的功能权限使其可以通过对线索的批量管理和分配，将不同业务内容的线索提供给不同的销售负责人（子

账户）。主账户可以根据自己团队的实际情况开通若干子账号，最多支持30人团队。同时可以对自己帐套下的子账户做基本的编辑操作。（新增、注销或修改账户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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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指南 

1开通账户 

开通搜客宝企业账户，客户需要提供相关信息，包括用户姓名（必填）、企业名称（必填）、手机号码（必填）、电子邮箱（必填）。 

由销售交由专门的提单人员开通。开通后，用户的邮箱将收到一份激活邮件，通过激活邮件激活账户后即可使用。 

开户流程一般会消耗 1-6小时的时间，期间会审核相关信息是否正确。（包括用户信息是否有误，企业是否为工商注册企业，合同订单的备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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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活账户 

用户从邮箱中的激活链接访问搜客宝，进行手机验证并设置登录密码以完成激活，完成后主账户或大客户需要进行企业认证步骤。 

步骤一 . 账户激活： 

 

 

 

 

 

 

 

 

 

步骤二. 企业认证： 

主账户上传企业营业执照电

子版；上传成功后，开始使用

系统，企业认证状态为“认证

中”等待通过认证；可选择跳

过认证；跳过认证企业状态为

“未认证”；用户可通过点击页

面右上角个人中心中，“认证企

业”按钮完成认证。 

 

 

 

 

 

 大客户激活认证流程：账户激活（必须）+ 企业认证（可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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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账户激活认证流程：账户激活（必须）+ 企业认证（可跳过） 

 子账户激活认证流程：账户激活（必须） 

3登录 

登录地址：https://biz.lixiaoskb.com/login 

输入账号及密码登录。 

如果忘记密码可以通过【忘记密码】流程找回。 

 

 

 

 

 

 

 

 

 

 

 

https://biz.lixiaoskb.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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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挖掘线索 

挖掘线索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智能搜索引擎，用户通过搜索目标客户的关键词，从而获取到相关的线索情报。搜索维度构建的模型可以帮助用户精准定位企业

的营销画像偏向，为用户推荐高质量的搜索结果。 

通过点击搜索结果中的企业名片，用户可以查看企业的 “营销报告”，营销报告提供了企业全维度经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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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智能搜索 

系统默认的搜索为智能搜索，系统会将关键词与企业全维度属性做匹配，从而获取到最精确的线索情报。 

搜客宝智能搜索模型包含超过30多种企业评估维度，除了常见的地区、行业、成立年限、企业资质等基本信息，还包含搜企业的产品、经营范围、招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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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推广等经营信息维度。 

4.2 指定搜索范围 

对于特殊的搜索场景，用户可以通过划定搜索范围来精确匹配关键词。可选的范围包括：企业名称、产品、经营范围、招聘信息、SEM投放词、网站名称、商

标、专利、地址。 

比如想要查找某一家企业，可以勾选【企业名称】，输入企业的全称来进行搜索。 

4.3 更多过滤条件 

    以上两种搜索都可以配合过滤条件来筛选定位结果。过滤条件包括：所在地区、所属行业、注册资本、成立年限、企业状态、企业类型。 

5营销报告 

每一家线索企业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营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企业全维度营销画像。包含企业工商信息，基本经营情况，主营产品业务，招聘信息，网络推

广，新闻舆情，知识产权等维度。用户通过营销报告就可以在 2分钟之内了解一家企业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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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海 

公海为用户提供了线索管理的一系列功能。包括可见权限的分配，线索的去重处理等。用户可以将组合完成的搜索条件保存为公海，之后只需在公海中来维

护不同范围的数据即可，无需每次通过搜索来获取。主账户拥有创建 “企业公海” 的权限，同时，每个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创建属于只自己的 “我

的公海”。  

6.1 公海的创建和使用 

用户可以通过挖掘线索搜索入口创建“企业公海”或者“我的公海”，同时在专辑的企业列表页面也可以创建“专辑公海”。公海创建成功后，可以在公海板

块维护和使用。所有等级的账户都可以使用或创建权限允许内的公海。企业公海的数量根据帐套内账户的数量来决定，1账号结构可以创建1个企业公海，6账号结

构可以创建6个企业公海，一套帐套内最多11个企业公海。同时，主账户在创建公海时，可以选择可见权限，分配不同业务相关的公海给部分子账户成员。     

在公海的使用中， 主账户可以创建管理多个企业公海，每个企业公海可以根据自己团队的业务范围，或者是客户的特征来创建。作为经理或者是主管的主账

户使用者，更熟悉本公司业务，可以帮助部门员工、新人提升检索效率，优化分配线索资源。 

不同的子账户可用的公海不同，这样也避免了线索重复跟进的情况。用户在公海中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线索，可以添加至 “我的线索” 版块进行收藏和进

一步的跟进。若发现不是目标客户，可以选择删除数据，以免占用公海的容量。搜客宝的线索管理规则中限制在同一套账户结构内（主+子），1条线索，只能被1

个用户添加为 “我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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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海的数据更新 

企业公海默认容量为 2000条线索，我的公海默认为 1200条线索。每个公海当线索消耗超过 100条时，即当用户添加或者删除线索累计达到 100条，此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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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新公海的数据。（公海右上方【更新】按钮）每次更新，若数据量充足的情况，系统将会将公海补充至容量的上限。更新公海除了会补充新的数据源，同时也

会刷新公海内已有线索的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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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的线索 

 

“我的线索” 版块可以理解为用户的收藏夹，在这里，用户可以对自己的目标客户进行跟进和管理。基本的跟进操作包括添加备注、颜色分类标记、批量导

出和删除等。 

同时主账户角色的用户可以查看子账户的线索。我的线索版块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管理和跟进目标客户的区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对客户做不同的

颜色标记，对客户加以分组。对不感兴趣的客户线索，用户也是可以将数据删除至回收站。对于感兴趣的线索，用户可以选择批量导出至本地。导出的文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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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到其他客户管理系统中。 

 

用户可以在公海列表中，点击需要添加线索的企业所在行，在弹出的联系方式卡片中添加线索。也可以在企业营销报告的联系方式卡片中添加线索。 

在我的线索版块，数据为用户独享。在联系方式侧边栏中用户可以随时替换想要置顶的号码，置顶的号码将直接在列表中展示。对于每条线索，用户还可以

添加自定义内容的联系方式卡片。自定义的内容比如自定义卡片和备注内容，仅会对创建者可见，当用户删除该线索时，搜客宝不会保留这部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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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回收站 

 

回收站集中收集了同一套账户体系内所有用户删除的线索。在这里其他用户仍然可以筛选出目标客户添加为我的线索。搜客宝特有的线索去重机制将会提供

客户保护的功能，存在于用户我的客户以及回收站中的线索，将不会重新流入公海中，这种去重机制避免了线索重复跟进的情况。 

在回收站中，用户仍然可以像在公海中那样来挑选线索，添加时页也支持备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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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专辑 

 

除了海量数据的搜索，个性化数据需求的定制功能也提供给用户更多的选择。对于特殊业务场景或项目所需要的线索，定制主题专辑的服务将为用户把符合

条件的数据集中展示给团队成员，数据的使用上更高效。 

用户可以选择系统所提供的预定专辑，或者销售客服提交定制申请购买特殊业务数据服务。专辑也可以保存为公海，便于用户团队挑选和领取自己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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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人中心 

 

在 “个人中心” 用户可见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套餐使用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右上角的 “设置” 来修改自己的基本信息。 

 

 



 20 

11用户管理 

每套账户系统将包含主账户以及子账户两个等级。在用户管理板块，主账户可以管理自己的子级账户，包括新增用户，编辑用户基本信息，禁用或启用用户

以及重置子账户密码。 

 

 

【新增】 新增用户，新增成功后会向用户发送激活链接，激活后即可正常使用 

【编辑】 编辑可以修改用户的基本信息，在【未激活】状态时，主账户可以通过编辑来修改用户的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 

【重发激活链接】未激活的子账户，若无法顺利获取激活邮件，主账户可以重新发送激活链接，系统将自动重发激活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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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启用】  禁用的用户将无法正常访问系统，若主账户被禁用，其子账户也会变为禁用状态； 

【注销】  禁用的用户可以被注销。 

【替换用户信息】  替换用户可以实现更换账户使用人的场景，替换成功后，会自动给新用户发送密码短信。 

【重置密码】  主账户可以重置子账户的登录密码。重置密码后，会自动发送密码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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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见问题及解答 

 

1. 线索企业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目前系统中的线索企业是基于全网海量公开信息，通过评估和筛选所获得。包括数百主流电子商务网站、热门招聘行业站、企业官方网站以及全国企业信用公

示系统等来源。 

2. 企业的营销报告有哪些内容呢？ 

企业营销报告覆盖维度包括：工商信息，基本百科介绍，电子商务业务，网络推广，招聘情况，新闻舆情，知识产权等。 

3. 数据都是最新的么？ 

目前我们的数据时刻保持最新状态，新老数据同时更新。平均每日更新超 300万条企业情报信息，每日新增数十万企业。 

4. 如何创建公海？ 

用户可以通过挖掘线索搜索入口创建“企业公海”或者“我的公海”，同时在专辑的企业列表页面也可以创建“专辑公海”。公海创建成功后，可以在公海板块

维护和使用。 

5. 公海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嘛？ 

所有等级的账户都可以使用或创建权限允许内的公海。同时，主账户在创建公海时，可以选择可见权限，分配不同业务相关的公海给部分子账户成员。 

6. 如何添加线索？ 

用户可以在公海的企业列表中，点击需要添加线索的企业所在行，在弹出的联系方式卡片中添加线索。也可以在企业营销报告的联系方式卡片中添加线索。 

7. 如何删除回收站中的数据？ 

系统会根据用户使用频率和使用量情况逐步自动删除，从回收站中自动清除的线索，会释放回全局搜索中，用户在创建公海时此类数据也会进入公海。 

8. 如何导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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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客户板块，支持批量导出线索，选中需要导出的数据，点击列表下方的“导出”按钮即可。 

9找不到想要的线索怎么办？ 

建议用户首先定位自己的目标客户，定位相关的关键词，然后进行搜索。对于特殊的业务场景，我们提供定制数据专辑的服务，可以定制数据方面的特殊需求。 

10 公海线索的去重规则是怎样的？ 

在创建公海时，系统会自动滤去当前帐套内（主+子）用户已经添加的线索和回收站中的线索，避免线索回流。 

11 线索查看的规则是怎样的？ 

每个用户根据所购买的套餐，会有每日查看联系方式的限制，超过上限当日将无法再查看联系方式。同一个帐套内，其中一个用户查看过的线索，将会对所有

用户展开，不会重复扣除额度。 

12如何修改个人资料？ 

在 “账户管理-个人中心” 板块，可以修改个人资料与账户信息。 

13公海数量达到上限怎么办？ 

您可以用现有的公海做替换。公海数量根据账户情况有不同的设置，企业公海的数量根据帐套内账户的数量来决定，1 账号结构可以创建 1 个企业公海，6 账

号结构可以创建 6个企业公海，一套帐套内最多 11个企业公海。目前不支持单独的数量调整操作。 

14 为什么关键词输入企业全称，搜索的企业在结果不在第一条？ 

系统默认的搜索将会把关键词与企业画像全部数据维度做匹配，企业名称并非搜索模型的首要匹配维度。如果是想要进行精确的企业名称搜索，记得勾选【企

业名称】搜索范围。同理对于地址、产品、专利的搜索，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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