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ndGrid 借助适用于 AWS 的 Informatica 混合云数据 
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卓越的客户和员工体验

还记得不久以前您在垃圾邮件文件夹里

翻找在线供应商的收据，或由于营销邮

件被直接归为垃圾邮件而遗漏了重要的

产品公告吗？

上述情况不再像过去那么常见了，部

分原因在于出现了像 SendGrid 这样的

公司。最初，三名工程师懊恼地发现

自己的应用程序邮件无法成功送达，

SendGrid 由此应运而生，该公司提

供基于云的创新平台，以实现可靠的

电子邮件交付。许多顶级品牌都依赖

于  SendGrid 来确保他们的交易和营

销电子邮件能够成功送达客户，例如 
Uber、Airbnb、Spotify、Foursquare、
Booking.com 和 NextDoor。

据历史统计显示，SendGrid 每月代表

至少 50,000 个付费客户发送 300 多亿

封电子邮件。为了向客户提供详细的统

计数据和报告（例如，让客户知道在电

子邮件发送之后，收件人是否打开或转

发邮件、点击行动召唤按钮或点击“垃

圾邮件”按钮），SendGrid 需要获取

关于每封电子邮件的丰富的信息。随着 
SendGrid 的业务持续增加，它必须迅速

扩大规模，不断提升分析能力，从而优

化决策，推动员工提供最佳客户体验。

SendGrid 企业数据运营总监  Amy 
Anthony 领导一个小型团队，主要

负责用于评估绩效和业务成果的业务

数据的战略方向、设计、交付和可

用性。“我的员工能够使用的资源

有限，并且我们的团队没有专门的

数据库管理员，但我们需要在确保

灵活性、自给自足和成本效益的同

时，为 SendGrid 的持续发展提供支

持，”Anthony 表示。

向混合云数据管理 
发展
SendGrid 基于 MySQL 的传统数据

仓库解决方案已经达到了能力上限，

无法提供企业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业务

需求所需的灵活性。Anthony 所带领

的团队接到了构建新的数据仓库的任

务，该数据仓库必须具备报表和仪表

板、自助分析、数据挖掘和基准测试

功能，同时满足业务和技术用户的需

求。此外，还必须为 SendGrid 营销

部门提供测试和学习环境。

业务需求：

• 利用现代分析改进业务决策，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数据驱动型企业

• 助力业务用户查找和使用所需的数据，从而
提供最佳客户体验

数据挑战：

• 替换传统数据仓库，无法满足当前需求，支
持不断增加和发展的业务数据需求

• 将来自多云和本地数据源的数据快速集成到
新的云数据仓库

解决方案：

• 将适用于云分析的 Informatica 解决方案与 
Amazon Redshift、Looker 和混合数据仓库
架构搭配使用

优势：

• 支持大规模的灵活、具有成本效益的商业
智能

• 支持小型团队交付准确和可靠的分析

• 便于销售人员和高管访问客户信息

• 使用自助数据访问助力非技术型业务用户

解决方案构成：

• 适用于 Amazon Redshift 的 Informatica 云
连接器、Hadoop、JIRA、Marketo、Sales
force、Zendesk 和 Zuora

• Informatica 云数据集成

• Informatica PowerCenter

“业务部门领导者对于  Informatica 和 
AWS 提供的新分析功能激动不已，现在，

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 Ken Apple，SendGrid 支持与业务运营副总裁

成功案例



S e n d G r i d  依赖于  S a l e s f o r c e  和 
Marketo 等云解决方案来运行自己的业

务。为了确保新数据仓库的有效性，

SendGrid 需要快速、可靠地集成来自这

些云数据源和本地数据库的数据。

“我们需要一款配备预建连接器且经

过验证的数据集成解决方案，以快

速集成 Salesforce 和 Marketo 等系

统，”Anthony 表示。

灵活、可扩展、具有
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SendGrid 决定将 Informatica 混合云

集成解决方案与  Informatica Cloud 
and PowerCenter 结合使用，以支持 
Amazon Redshift 云数据仓库。该解

决方案帮助 SendGrid 将 Salesforce 
和 Zuora 等 SaaS 终端集成到 Amazon 
Redshift，使用简单的数据集成为“普

通继承人员”提供自助服务，开发和执

行针对 Amazon Redshift 的 ETL 映射，

以及将数据迁移到 AWS。这样，用户就

可以使用商业智能分析平台 Looker 构
建仪表板和查询。

“ Informatica 为我们提供了一款成

熟且合规的 ETL 工具和强大的云连接

器功能，帮助我们成功将数据加载到 
Amazon Redshift，”Anthony 表示。

“Informatica 为 AWS、Salesforce 和
其他热门的云服务提供了很棒的集成选

项，这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SendGrid 引入 Datasource Consulting 
来评估整体架构，并提出更改和改进意

见，使设计符合数据仓库的行业标准最

佳实践。“由于 Informatica 云数据集

成是一款完全基于 web 的解决方案，

因此使用起来非常简单，”Anthony 表
示。“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云中进行扩

展，降低成本，并提供业务用户可以使

用的非技术性数据集成工具。”

更优质的数据， 
更好的客户体验
随着新的云数据仓库的建立，SendGrid 
高管现在可以从值得信赖的仪表板中获

取关键洞察，从而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我们每周的运营会议更具成效，因为

仪表板有助于我们开展更多更有针对性

的、基于事实的对话，”SendGrid 支
持与业务运营副总裁 Ken Apple 表示。

“业务部门领导者对于 Informatica 和 
AWS 提供的新分析功能激动不已，现

在，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销售和服务员工更容易获取最新的客户

信息，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客户体验。反

之，客户受益于更快、更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交付。

“我们之前构建的以客户、产品、收

益、电子邮件数量和使用数据为中心的

视图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这一

基础的自然演进，我们将在今年年底正

式推出自助分析，”Anthony 表示。

“目前，我们可以支持高级用户使用 
Looker 进行更复杂的转换，并创建自己

的分析和图形。我们坚信，该解决方案

将帮助我们以灵活、可扩展和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式快速驱动业务洞察，从而推

动公司走向成功。”

Ken Apple 补充道：“Informatica 和 
Amazon Redshift 使数据更便于使用和

访问，由此，我们提高了员工敬业度和

客户满意度。在我们最新的员工调查

中，每个调查对象平均得到 20 分，这

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涨幅。员工感谢我

们提供了这些工具和数据，帮助他们更

好地完成工作。”

助力非技术型用户
在不久的将来，S e n d G r i d  将使用 
Informatica 支持“普通集成人员”

（例如业务分析师和云服务终端用

户）常见的其他自助集成场景。分析

师可以执行数据挖掘和发现可视化。

“ In format ica  和  AWS 帮助我们

充分释放数据潜力，推动业务的发

展，”Anthony 表示。“除了数据仓

库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可以使用 
Informatica 来满足 SendGrid 其他数

据集成需求的机会。

关于 SendGrid
成立于 2009 年的 SendGrid 开发了一

项基于云的电子邮件服务，帮助越来

越多的企业成功应对电子邮件可靠交

付的挑战，颠覆了整个行业。如今，

SendGrid 负责为许多全球最优秀的公

司发送数十亿封电子邮件。



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世界。作为企业云数据管理领域的领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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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一切释放数据强大潜能的解决方案，以推动企业下一场智能颠覆。不是仅此一次，而是一次又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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