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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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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Industr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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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现状与痛点

疫情痛点

01 疫情反复，疫情防控常态化改变了学

员和家长传统的线下学习的心态，加速了群

众接受线上学习的模式；

02 政策影响，限制大规模聚集、停学等。

业务痛点

01 地推、线下活动等传统引流方式 → 成本

高，效果差，转化慢；

02 服务范围有限压缩至2公里；

03  引流后，无法第一时间联系客户；

04   客户试听体验后，报名人数少；

05   传统教培机构的专业运营人员少，缺乏互

联网营销经验。

行业痛点

01 竞争压力大，同类型机构越开越多，出现

拼价格的恶性循环；

02 同质化严重，产品高度相似，缺乏特色；

03   机构利润低，老师留不住；

04  管理沟通成本大，信息传递不及时，依赖

人工处理。



02 产品介绍
Product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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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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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在线教育搭建和营销工具，帮助中小微教育

企业进行线上营销拓客、知识管理、教务管理、线上教学、线上互动助学

等，通过小程序、手机网站、电脑网站等多终端全覆盖的方式，实现提升

学员满意度、教学质量和销售转化率。





03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s

云鼎建站 教育系统 小程序 商城

微电:18937793711   15537770005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S 

功能：功能齐全、每周更新

功能齐全

集引流获客、内容展示、助学工具、商机转化、

运营管理于一体。

每周更新

每周更新迭代模板、功能，倾听客户声音，不断优化

版本付费后更新功能无需重复付费，直接可用，增值空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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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S 

一键套用

300+优质模块，一键即可套用，轻松搭建小程序。

风格个性化

风格个性化支持个性化自主设置风格，更加贴合企

业、品牌形象与调性。

定制服务

可提供小程序设计定制服务，7-10天完成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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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搭建自由灵活，全方位满足设计需求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S 

服务：专业团队，服务保障

专业团队

专业的技术、客服团队为您提供7×12h售后服务, 

7×24h 安全监控服务,为小程序的运行保驾护航。

实力保障

精心打造旗下产品，实力提供企业服务，

选择我们，选择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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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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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2

运营思路“以学员为中心”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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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招生引流

第二步：教务管理

第三步：教学管理

第四步：业务增长

第五步：经营分析

互动

拼团/砍价/秒杀
裂变海报等400+活动

官网

全渠道

试听
预约线下试听
线上直播试听课
线上视频录播课

公众号助手

消息精准下发

经营分析

员工权限、数据分析

教务管理

设班排课、查看课表
预约上课、考勤签到
提醒通知、报名缴费
打印凭证、课消管理

教学管理

图文、音视频、直播课堂
训练营、打卡活动、答题、作业
教师评比、社区留言、查询成绩

咨询

在线咨询、400电话
在线留言、收集表单

业务增长

集call解锁
推广员分销



第一步：招生引流（互动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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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营销活动，轻松获取百万流量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H5端 小程序端

第一步：招生引流 (打通全渠道，后台信息同步多终端)
搭建品牌微官网、电脑端官网

搭建秘诀：机构基础信息、机构课程、机构授课老师

宣传重点：打造名师效应，吸引学生关注

电脑端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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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动的拼团设置引流微官网 学员关注小程序/H5

第一步：招生引流 (营销互动活动：拼团课)

沉淀私域流量或者引流线下门店试听课

扫码查看案例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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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招生引流 (预约线下试听课、在线试听课)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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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教务管理

高效排课

学员管理

提升课消

灵活请假、补课、约课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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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教学管理 (实施方案)

线上课程 课后助学线下课程

 多维课堂，生动丰富还原真实课堂 课堂信息透明化、沉淀教学成果、学生反馈 多种助学互动工具，提升学习效果

线下正式课使用视频课程设置课前预习 督促学员学习，线上学习打卡巩固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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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业务增长 (微传单宣传口碑，推广员分销裂变)

使用微传单H5海报

 制作推广员分销活动

设置图片链接跳转

教育推广中心

推广员分销成功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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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业务增长 (公众号助手精准下发消息)

定期开展营销活动，如限时促销、秒杀、定金预售、抽奖游戏等，通过公众号助手推送功能，筛选“学员”这一组别下发消息，通知学员参与活动，从而提升复购率

利用公众号助手的模板消息推送、活跃粉丝推送、智能推送功能，向粉丝推送资讯，引导学员复购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04



第五步：经营分析 (员工权限、数据分析)

功能亮点：支持同一帐号多种权限功能操作，                

       支持不同帐号设置同一权限功能操作

系统配置成员帐号，机构人员分工明确，高效协同办公

功能优势：界面精简、操作灵活

                                              支持模块管理、权限可达最小颗粒度

功能亮点：支持实时统计访问数据、了解数据概以及用户画像

                    数据可视化，直观反馈系统运营情况和客户群共性

运营管理，数据分析，实时监控，实现精准运营

功能优势：依据数据可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实现精准化运

020202
教培行业解决方案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dustry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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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套餐版本
VERSION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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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版本（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价格）
VERSION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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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

招生引流模块（三端合一、400电话，在线咨询、预约试听、在线试听课等） ✔ ✔

教务管理模块（在线报名、排课签到、班级&学员管理、约课系统、课消统计等） ✔ ❌

教学管理模块（直播课堂、线上线下课程、题库、答题、打卡、作业、查询等） ✔ ✔

业务增长模块（推广员、拼团、会员卡、优惠券、集call免费等） ✔ ✔

经营分析模块（成员帐号、经营数据） ✔ ✔

教培海报/设计

AI抠图 ✔ ✔

精选教培模板 ✔ ✔

海量活动素材 ✔ ✔

活动营销

微传单（H5传单、趣味活动） ✔ ❌

营销游戏（400款玩法） ✔ ✔

涨粉／推广活动 ✔ ✔

微信引流

模板消息 ✔ ✔

活跃粉丝推送 ✔ ✔

智能推送 ✔ ✔

服务

建联指导与回访 ✔ ✔

24小时在线客服 ✔ ✔

行业资讯案例分享 ✔ ✔

教育初级版
买2送2

5000元/年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

功 能 \ 版 本

教育高级版

6000元/年

16000元/4年 12000元/4年



套餐版本（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价格）
VERSION DISCOUNT 

05

教育系统

招生引流模块（三端合一、400电话，在线咨询、预约试听、在线试听课等） ✔

教务管理模块（在线报名、排课签到、班级&学员管理、约课系统、课消统计等） ✔

教学管理模块（直播课堂、线上线下课程、题库、答题、打卡、作业、查询等） ✔

业务增长模块（推广员、拼团、会员卡、优惠券、集call免费等） ✔

经营分析模块（成员帐号、经营数据） ✔

教培海报/设计

AI抠图 ✔

精选教培模板 ✔

海量活动素材 ✔

活动营销

微传单（H5传单、趣味活动） ✔

营销游戏（400款玩法） ✔

涨粉／推广活动 ✔

微信引流

模板消息 ✔

活跃粉丝推送 ✔

智能推送 ✔

服务

建联指导与回访 ✔

24小时在线客服 ✔

行业资讯案例分享 ✔

搭建服务（基础服务包+支付配置） ✔

教育至尊版
买2送2

10800元/年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

功 能 \ 版 本 18800元/4年



06 优秀案例
Outstand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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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
Outstanding Cases 

06



07 公司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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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鼎网一家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经营升级的企业，

坚持以“让中小企业经营更简单”的企业理念，为海量

中小企业用户提供优质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覆盖全场

景营销门户、智慧电商零售、数字化门店、自助式营销、

人工智能设计、智能销售推广等多种中小企业经营场景，

帮助用户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力量，更高效地进行经营。

公司经过不断创新，覆盖各种行业建网站、商城、小程

序、门店通板块，有上千种模板供用户使用。

W  W  W  .  X  X  X  .  C  O  M



公司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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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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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公司官网：www.ydk98.com

客服QQ：1161106068

期待与您的合作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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