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rbonite：提供集成的销售和市场分析

Carbonite 是一家领先的云和混合数据

保护解决方案提供商，这些解决方案可

促进中小型企业的业务连续性。该公司

为全球 150 多万的个人及小型企业提供

支持，以确保他们的重要数据得到保护、

可用且实用。

Carbonite 的销售和营销运营团队需

要公司在 Salesforce.com 平台上的分

析数据，从而加快他们在从潜在客户管

理到销售策略等各个方面的决策过程。

然而，该公司依赖云平台系统来管理

其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仓库和 
Salesforce.com 之间的集成，这大大削

弱了决策的速度和及时性。

Carbonite 的商业智能解决方案架构师 
Justin Donlon 解释道：“销售和营销部

很难获得及时且可信的数据。这是因为

我们之前的云解决方案难以预测，导致

了大量难以理解和解决的集成错误的存

在。这些错误降低了数据的可信度。与此

同时，我们还在努力处理一个复杂且非

必需的用于准备数据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SSIS) 
暂存流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寻

求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作为一家快速发展的企业，Carbonite 
要求将 Salesforce.com 中的数据量

（包括潜在客户、联系人、商机和自

定义对象的数据）增加两倍。Donlon 
表示：“之前的解决方案根本无法处

理如此庞大的数据。我们替换成了 
Informatica Cloud Integration 后，这

一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

“与 Carbonite 曾依赖的工具相比，

Informatica Cloud 大大出乎了我们的

预料。”Donlon 表示，“它使我们的业

务和 IT 用户—这事实上几乎涵盖了

所有人—都能够连接任意数据源中

的数据，并提供深入的市场和客户见

解。它功能丰富、易于使用且可扩展。

我们现在能够按照业务发展的速度提

供销售和营销情报。这真的是既简单

又可靠。”

概述:
领先的业务连续性解决方案提供商使用 
Informatica Cloud 实时共享可信且相关的 
Salesforce.com 信息。

业务需求：
• 加快销售、营销和服务的决策过程
• 通过随时访问可信信息，支持业务快速增长
• 在每一次客户互动中提供卓越且响应迅速的

客户支持

数据挑战：
• 管理 3 倍增长的 Salesforce 数据—传统

云集成无法处理；处理错误太多
• 将传统平台数据集成到 Force.com 平台的

过程缓慢，这使得业务无法获得单一视图
• 手动数据输入减缓了客户端交互，并影响了 

Salesforce.com 的普及
• 销售和营销运营部门无法访问所需的数据
• 各自独立的业务部门数据孤岛抑制了 

Salesforce.com 的潜力

解决方案：
• Informatica Cloud 使业务和 IT 用户能够连

接来自任意数据源的数据，并获得深入的客
户见解

•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使工作流实现自动化，从而改善了客户端体
验、加快了 Salesforce.com 的普及并提供
了完整的活动历史记录

“ I n f o rma t i c a  C l o u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Integration 将创建每个案例所需的时间缩

短了至少 20 秒。我们的 220 名代理每天

都要创建数百个案例，因此该产品为我们

节省的时间、资金和人力非常可观。”

- Robert Frost，Carbonite 客户支持副总裁

成功案例

™



支持客户服务部门实现
工作流自动化
Informatica Cloud 为 Carbonite 的
客户服务操作带来的优势迅速突显出

来，使客户服务这一早期业务智能获

得了进一步的成功。此业务部门使用 
Salesforce.com Service Cloud 来管

理订阅用户和试用用户群的支持案例。

但是，为了提供响应迅速且可靠的支

持，这 220 个支持代理还需要访问位

于 Service Cloud 之外的 Carbonite 主
订阅数据库中的更多客户订阅数据。这

些在试用和订阅过程中捕获和创建的数

据，包括客户 ID、计费数据、客户所用的

软件版本以及受保护的客户数据量。

在使用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之前，当客户联系 Carbonite 
支持团队时，代理根据客户的电子邮件

地址，通过在 Carbonite CRM 系统中

搜索以找到相应的历史案例数据。此过

程非常耗时。然后，代理从该系统手动复

制标识字段（介于 2-9 个字段，这取决

于客户的情况），并将其粘贴到 Service 
Cloud 中。这是支持销售和案例管理报

告时的必要流程，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工

干预并占用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手动复

制/粘贴过程也容易出现人为错误。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现在可将订阅用户信息从  Carbonite 
CRM 系统实时自动转移到  Se r v ice 
Cloud 中创建的支持案例。这一过程无

需编写任何代码。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自动查找与

某一电子邮件地址相关的所有案例，并

将这些案例以实时流程指南的形式在 
Salesforce.com 中显示给支持代理。这

些指南可使工作流过程自动化。每个指

南支持一个业务流程，并且非技术资源

可随时创建新的指南。代理只需选择相

关记录，随后这 9 个字段就会自动保存

到案例中。

此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加快了 Carbonite 
的 220 个服务代理的工作流、增强了 
Carboni te 客户端体验并改进了业务 
报告。

客户支持副总裁 Robert Frost 对于这

种自动化感到非常激动。“这一新的工

作流将单个案例的创建时间缩短了至

少 10-20 秒。我们的 220 名代理每天

都要创建数百个案例，因此该产品为我

们节省的时间、资金和人力非常可观。

我们还消除了过去在复制/粘贴阶段出

现的数据质量错误。最重要的是，此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对现有

的员工和培训/资源进行投资，而不是雇

佣更多员工投入手动流程。”

除了节省时间和成本之外，这种改进的

工作流还加速了 Service Cloud 的普

及。到目前为止，由于缺乏对 Carbonite 
C R M  系统的可见性，支持团队对 
Service Cloud 的采用以及态度都有了

转变。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有助于减少打开新案例所需

的手动操作，并在支持团队中迅速普及 
Service Cloud。

业务分析副总裁 Matthew DiAntonio 
评论道：“在 Force.com 平台上的集成

数据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进行全面分析。

采用 Service Cloud 可确保我们能够依

赖这些分析结果。”

释放营销潜力
I n f o rma t i c a  C l o ud  A pp l i c a t i o n 
Integration 的另一个成功使用案例是

将营销数据集成到 Salesforce.com。

Carbonite 每年都会发送数百万封电子邮

件给外部客户。若要将每封电子邮件都集

成到 Salesforce.com，此工作量令人望而

却步，因此 Carbonite 借助 Informatica 
Clou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的流程自

动化功能，在 Salesforce.com 的“联系

人”页面中添加了一个单独的选项卡。此

方法快速、简单且经济高效，可确保销

售和支持团队能够全方位了解每个客户

的营销活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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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 快速轻松地提供销售、营销和服务数据
• 使用实时集成功能将单个支持案例的创建时

间缩短了 20 秒（每天会创建数百个案例），
节省了时间、资金和人力

• 加快了 Force.com 在整个企业的普及
• 使服务代理工作流自动化并增强了客户端 

体验
• 提高了服务案例记录的质量和可靠性
• 为销售和支持团队提供客户营销活动历史记

录的全方位信息
• 使公司能够自主部署持续的自动化工作流 

指南

解决方案构成：
• Informatica Cloud
• Informatica Global Customer Support
• Informatica Email Verification

展望未来
此外，Carbonite 中配备了 Informatica 
Cloud 的业务应用程序团队将在整个企

业中寻求进一步集成其他 Salesforce.com  
孤岛，旨在快速满足数据的业务需

求。Donlon 目前涉及 IT 和业务两个

部门的工作，负责包括集成在内的所

有 Salesforce.com 事宜。他解释道：

“我们在 Salesforce.com 上的足迹正

迅速扩大。我将仔细聆听所有用户的需

求，无论他们代表的是哪个业务部门。

Informatica Cloud 让我们能够提前一

步满足数据共享需求，并稳步提高所有

业务中应用程序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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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世界。作为全球数据管理领导者，我们时刻准备着帮助企业遥遥领先。Informatica 与您分享真知灼见，助企业提高灵活性，捕捉新的发展机遇， 
甚至发明全新事物。我们诚邀您探索 Informatica 提供的各式解决方案，并且将与您携手释放数据潜能，共同推动下一场智能革命。不只是一次，而是始终为企业提供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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