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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

景分析报告》介绍了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业运行环境

、分析了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业的现状、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业发展前景与

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概述

 　　1.1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概述

 　　1.2 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分析

　　　　1.2.1 云基础

　　　　1.2.2 网页许可

　　1.3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对比分析

　　　　1.3.1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对比（2013-2018）

　　　　1.3.2 全球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及市场份额（2013-2018）

　　1.4 中国市场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对比分析

　　　　1.4.1 中国市场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对比（2013-2018）

　　　　1.4.2 中国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及市场份额（2013-2018） 

第二章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概述

 　　2.1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2.1.2 大企业

　　　　2.1.3 中小企业

　　2.2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对比分析

　　　　2.2.1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万元）及增长率（2019-2025）

　　　　2.2.2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规模（万元）及增长率（2013-2018）

　　2.3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对比分析

　　　　2.3.1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万元）及增长率（2019-2025）

　　　　2.3.2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规模（万元）及增长率（2013-2018） 

第三章 全球主要地区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 全球主要地区营销账户智能软件现状与投资前景调研分析



　　　　3.1.1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地区对比分析（2019-2025）

　　　　3.1.2 北美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3 亚太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4 欧洲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5 南美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6 其他地区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7 中国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2 全球主要地区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及对比（2013-2018）

　　　　3.2.1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地区规模及市场份额

　　　　3.2.2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3.2.3 北美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3.2.4 亚太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3.2.5 欧洲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3.2.6 南美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3.2.7 其他地区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3.2.8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 

第四章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企业竞争分析

 　　4.1 全球主要企业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及市场份额

 　　4.2 全球主要企业总部及地区分布、主要市场区域及产品类型

 　　4.3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调研

　　　　4.3.1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集中度

　　　　4.3.2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Top 3与Top 5企业市场份额

　　　　4.3.3 新增投资及市场并购 

第五章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企业竞争分析

 　　5.1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及市场份额（2013-2018）

 　　5.2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Top 3与Top 5企业市场份额

 第六章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企业现状分析

 　　5.1 ZoomInfo

　　　　5.1.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1.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1.3 ZoomInfo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1.4 ZoomInfo主要业务介绍



　　5.2 DiscoverOrg

　　　　5.2.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2.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2.3 DiscoverOrg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2.4 DiscoverOrg主要业务介绍

　　5.3 Marketo

　　　　5.3.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3.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3.3 Marketo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3.4 Marketo主要业务介绍

　　5.4 Act-On

　　　　5.4.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4.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4.3 Act-On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4.4 Act-On主要业务介绍

　　5.5 InsideView

　　　　5.5.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5.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5.3 InsideView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5.4 InsideView主要业务介绍

　　5.6 Datanyze

　　　　5.6.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6.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6.3 Datanyze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6.4 Datanyze主要业务介绍

　　5.7 Adapt

　　　　5.7.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7.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7.3 Adapt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7.4 Adapt主要业务介绍

　　5.8 LeanData

　　　　5.8.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8.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8.3 LeanData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8.4 LeanData主要业务介绍

　　5.9 Infer

　　　　5.9.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9.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9.3 Infer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9.4 Infer主要业务介绍

　　5.10 6sense

　　　　5.10.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5.10.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5.10.3 6sense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及毛利率（2013-2018）

　　　　5.10.4 6sense主要业务介绍

　　5.11 Demandbase

 　　5.12 RelPro

 第七章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行业动态分析

 　　7.1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

　　　　7.1.1 发展历程、重要时间节点及重要事件

　　　　7.1.2 现状分析、市场投资情况

　　　　7.1.3 未来潜力及发展方向

　　7.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机遇、挑战及潜在风险

　　　　7.2.1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当前及未来发展机遇

　　　　7.2.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7.2.3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目前存在的风险及潜在风险

　　7.3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分析

　　　　7.3.1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的推动因素、有利条件

　　　　7.3.2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的阻力、不利因素

　　7.4 国内外宏观环境分析

　　　　7.4.1 当前国内政策及未来可能的政策分析

　　　　7.4.2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政策及未来的趋势

　　　　7.4.3 国内及国际上总体外围大环境分析 

第八章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发展预测



 　　8.1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预测（2019-2025）

 　　8.2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预测

 　　8.3 全球主要地区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市场预测

　　　　8.3.1 北美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3.2 欧洲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3.3 亚太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3.4 南美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4 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发展预测

　　　　8.4.1 全球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分析预测（2019-2025）

　　　　8.4.2 中国不同类型营销账户智能软件规模（万元）分析预测

　　8.5 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分析预测

　　　　8.5.1 全球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规模预测（2019-2025）

　　　　8.5.2 中国营销账户智能软件主要应用领域规模预测（2019-2025） 

第九章 研究结果

  第十章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0.1 研究方法介绍

　　　　10.1.1 研究过程描述

　　　　10.1.2 市场规模估计方法

　　　　10.1.3 市场细化及数据交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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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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