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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日更新和每周电子新闻期刊，将产品需求者与制造商紧密联系

我们的故事

自 2003 年以来，rapidmicrobiology.com 一直在
为常规微生物检测领域的专业人员提供产品信息，
包括临床、制药、食品、个人护理、兽医和水实验
室。

面对技术人员短缺、供应链问题、市场对解决方案
的极速要求、ESG和日益严峻的监管要求，实验室
经理的第一个行动是寻找能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案。

Rapidmicrobiology 一直致力与为微生物实验室提

供新产品的快速更新，且享有盛誉。我们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帮助实验室主任和经理，为其现有设备

设计最佳的配套解决方案。

为什么你的媒体营销团队需要
rapidmicrobiology

获取销售线索 
直接与潜在买家联系

24/7 通道
客户帐户平台允许您随时下载站点指
标或添加材料、检查时间表

行业会议
吸引会议、博览会、网络研讨会、培
训课程注册

思想领袖
展示您的技术团队的专业知识

产品投放

快速发布新产品详情，不仅率先上市，
而且率先出现在合适的受众面前

教育市场
参与并发布产品功能和优势

市场定位
建立品牌知名度并在市场上建立您的

品牌空间.

cindyjiang
Text Box
指定销售线索生成

cindyjiang
Text Box
指定销售线索生成

cindyjiang
Text Box
指定销售线索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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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新举措

我们知道当截止日期逼近时间变得紧迫，因此我们一直致力于使 rapidmicrobiology.com 成为最容易使用的平
台之一。

我们最新的客户帐户平台，可供广告商自行预订、检查日程安排、添加素材和获取网络指标 - 随时进行！

无需记住密码，我们的一次性使用密码会在登录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因此一旦注册之后，您只需要您的电
子邮件地址！

此外，我们为每个广告商分配一名活动助理。如果您不想使用在线选项，他们将提供人工服务，协助提醒、建议
内容改进，添加素材等等。

Rapidmicrobiology 让一切变得简单容易
登录并获取您需要的一切 - 网络指标、预订、添加素材

获取网站指标 24/7 添加产品新闻和活动

检查材料截止日期和规格 进行预订

查看并下载
销售线索、横幅视图、

点击率

检查需要什么素材及
截止日期

添加素材、查阅页面预览、根据需
要随时编辑

可用广告位一目了然
在线预订

从您的客户账户，您可以:

查看现有广告位并预订最近广告插页

查看您已预订的广告日程及所有素材交付截止期限

添加您的特色新闻、网络研讨会、活动

以 excel、.csv 或 pdf 格式下载您的网站指标 - 浏
览量、参与度和销售线索

Rapidmicrobiology 
客户账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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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广告位
矩形中图 (MPU)

页首横幅
随机图片广告位

专题新闻 

专业会议

欲订新闻周刊 - 请在此注册

www.rapidmicrobiology.com/subscribe专题产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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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达到您的目标
随机图片广告位– 页首横幅 & MPU 

这些是目前浏览最多最受欢迎的广告
位，这些广告出现在大部分页面，也
可作为插页插入新闻周刊送达我们的
读者。可选位置: 页首横幅(728 x 
90px)或右侧矩形中图MPUs(300 x 
250px)。

选择随机图片广告位： 

增强品牌知名度; 营销定位; 品牌意识; 信息强化

凭借主页上的关键位置外加新闻周刊插页，该广告拥
有较大的展示空间，可以传达比传统尺寸横幅广告更
详细的 USP、功能，和优势。

选择特色产品广告：

增强品牌知名度; 市场定位; 产品发布

每日更新，我们的专题新闻广告帮助您的产品更新快
速传递给市场。此广告位无需提前预订，您的资料会
在我们的主页及下一期新闻期刊中显示。内容可以是

产品改进，用户故事分享，白皮书或新闻发布。

选择专题新闻：

教育市场；定向销售线索；产品投放

特色产品广告

专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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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的会议是实体还是虚拟，现场或提前录制，选择此广告

都会直接接触到潜在的使用者，吸引最多的参会者。使广告投
资收益最大化。您的会议将出现在我们的活动列表中，外加一
个 300 x 250 像素的网站横幅，及新闻周刊插页显示横幅图
片、会议名称、会议摘要并链接至您的会议注册页。

选择专题会议：

吸引会议注册人数 

我们的专业团队将为您提供全面的编辑支持，以文本
或音频格式帮助创建引人入胜且重点突出的采访。将
贵公司的技术团队打造为专业领域的思想领袖和专
家。由您自己或用户的经验出发讨论您的产品系列，
高效有力地解释解决方案。

选择专题采访：

专题会议

文本或播客采访

教育市场 ；领导市场；树立品牌意识 

我们的测试方法指南页面针对搜索引擎性能进行了优
化。这些页面将产品信息有针对性地传递给那些正在
搜索同类产品的机构，浏览量极高，页面顶部的广告
位将贵公司明确定位为市场领导者。

选择测试方法指南：

市场定位，品牌意识 

测试方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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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销售线索

直接与我们的读者联系，邮件将被投送至他们
的收件箱。rapidmicrobiology专门为您量身定

制eblast，设计只含贵司内容，没有其他竞争
广告商。

选择eBlast:

品牌意识；市场定位 

产品数据库搜索

网站访问者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查找器列表搜
索他们需要的产品。最多可同时并排列出3个
产品以便阅读比较。

选择产品数据库搜索：

合作伙伴邮寄或 eBlast

《通用资料保护规则》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规定了机构如
何处理个人身份数据的条例。作为广告商，您
一定希望您的所有信息都是保密和安全的，并且
所有发送给您的销售线索也都获准了对方同意共
享其信息。 Rapidmicrobiology 使用第三方 
GDPR专家定期检查督促我们持续遵守这一重要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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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特别日历
我们的定期更新包括⻝品， 药物，临床和水微生物实验室信息，专注于行业最新热点及相关会议， 
锁定相关度最高的受众群， 设计与您的业务主题最相关的插页广告重点推介您的产品。

选项包括：特色产品新闻、页面赞助、横幅广告、思想领袖访谈或播客。

31-Jan

28-F  eb

28-Mar

02-May

30-May

      Annex 1：您准备好了吗？ -  制药    

      更快的微生物食品和饮料产品发布 - 食品 

    猴痘和其他新兴病毒 - 临床

   更智能的微生物学——预测和预防——所有行业 

   MAT/内毒素 - 试剂盒和软件 - 制药

27-Jun

26-Sep

24-Oct

14-Nov

05-Dec

如何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微生物实验室 - 所有行业

快速生物负载和无菌测试 - 制药

自动化，包括微生物实验室的液体处理 - 所有行业

用于水质测试的 RMM -（WFI、废水、冷却塔、饮用水）- 所有行业 

微生物鉴定- 所有行业

26-SEP

30-MAY

28-MAR

31-JAN
制药

28-FEB
食品

临床

02-MAY

所有行业

制药

27-JUN

所有行业

制药

24-OCT 

所有行业

14-NOV 

所有行业

05-DEC

所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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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覆盖

新闻周刊
用户7011 
打开率26%

用户的关注点分布

所有领域 37%

食品和饮料 25%

制药/生物技术 20%

临床 14%

水 4%

用户属性：

总监–  技术总监，科学总监，品管总监
经理– 高级微生物学家，品管/品检经理，技术经理，食品安全经理，验证负责人， 实验室经理 
技术–  微生物学家，质检主管，感染控制专家

27%

亚太地区 40%

美洲 – 27%

欧洲 26%

非洲 7%

26%

40%

7%

网站指标
(*Google分析2021年9月1日
至2022年8月31)

访客数量 – 平均每天 1431 人
访客参与度 – 平均时间 1分56秒每页

37%

25%

20%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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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套餐
此套餐适合产品数量有限的小型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属页面，醒目的728x90px页首横幅，配以对贵
司服务项目的详细说明。四篇配合产品宣传的专题新闻，这些新闻在首页显示一周，插入新闻期刊
推送至用户。同时，在我们的产品搜索器数据库中罗列5种产品。

高级套餐
此套餐推荐给希望最大限度地发利用 rapidmicrobiology.com 的公司。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套餐，
包括6条专题新闻，4条矩形中图（MPUs），产品搜索器数据库中罗列10种产品。

大企业套餐
对大型企业及全球品牌，我们将根据贵司的预计目标和预算，量身定制广告组合套餐。如有需求请
直接联系我们的团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广告套餐

标准套餐 高级套餐
 推荐

大企业套餐

强化展示 √ √ √

专题新闻 4 6 可选

 产品搜索引擎 5 10 可选

矩形中图
（MPU） 另行加价 4 可选

页首横幅 另行加价 另行加价 可选

专题产品广告 另行加价 另行加价 可选

专题采访 另行加价 另行加价 可选

套餐价格 
€1750/$1900 

12个月
€4250/$4500 

12个月 询价请联系

LINKEDIN 推送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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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套餐 

高级套餐 

页首横幅

矩形中图
(MPU)

专题产品广告

检测手段横幅

专题会议 

搜索引擎广告

12个月内四篇专题新闻强化展示，产品搜索器中罗列司贵五个产品。贵公司专属页面: 
公司徽标*(我门将根据需要调整大小)，外加宽728px高90px横幅.jpg.png或动画.gif
格式(可选）

与标准套餐相同，但包含六篇专题新闻，四个矩形中图。宽300px高
250px .jpg .png 或动画 .gif格式。在我们的产品搜索引擎中罗列十种产品，用户
URL链接

宽728px 高 90px 横 幅 .jpg .png格式或动画.gif格式 链接至用户URL

宽300px 高250px .jpg .png 或.gif格式仅静态无动画，链接至用户URL

宽720px 高440px . jpg .png 或 .gif格 式，外加少于600字文本(含空格)和少于70
个字符(含空格)的标题性用语，URL链接

宽720px高440px .jpg .png .gif格式，URL链接

标题,日期, 会议摘要 宽300px 高250px 仅 静态 .jpg .png 或 .gif格式，URL链接

广告材素规格将在预订时一并发送给您

12 个月

12 个月

一周

一周

一周

12 个月

一周

12 个月

素材交付时限
发布于我们网站的所有文字和图片都必须在上线前10个工作日交付，专题新闻的交付日期是在该电子刊物
发布前三个工作日。鉴于广告拦截器的广泛使用, 我们不建议使用第三方广告服务器，所有图形将被托管
于我司自有服务器，若您强烈希望使用第三方投放器我方可配合实施，但可能会导致减少广告显示次数。 
*图片将根据需求进行尺寸调整，我司提供免费横幅设计服务，更多详情请垂询。敬请知晓: 所有文件应小
于80kb

广告效果指标
使用我们全新的用户账户平台，您可以随时 24/7登陆查询您的广告获得的印象数/点击次数/销售线索以
及您所有预订的详细细节

让rapidmicrobiology.com成为贵司营销计划中的一部分敬请联
系info@rapidmicrobiology.com或致电 +353 23 88 31884

项目 图像格式及套餐详情 预订时长 

广告素材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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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已经使用过我们的服务

rapidmicrobiology.com 

Alpha Laboratories Ltd
Bertin Instruments
Bio-Rad Laboratories
bioMérieux (Clinical Diagnostics)
bioMérieux (Industry)
BioProbe Diagnostics
BIOTECON Diagnostics GmbH
BIPEA
Bluephage
Charles River Microbial Solutions
Cherwell Laboratories Ltd
CHROMagar
Clever Culture Systems
Concept Heidelberg
Condalab
Copan Italia S.p.a.
Diamidex
Don Whitley Scientific
EIT International
Eurofins GeneScan Technologies GmbH
Fapon Biotech Inc.
Fortis Life Sciences
FUJIFILM Wako Chemicals U.S.A. Corporation
Giles Scientific Inc.
Hardy Diagnostics
Himedia Laboratories Pvt. Ltd
Hispanagar
Hygiena
IDEXX Laboratories Inc
iNLABTEC AG
INNOVAPREP
INTEGRA Biosciences AG
INTERSCIENCE
IUL S.A.
Jiangsu Bioperfectus Technologies Co., Ltd.
Liofilchem s.r.l.
Lonza Pharma&Biotech - Bioscience Solutions
MBV AG

Medical Wire
Merck
Microbiologics, Inc.
Microgenetics
nanoComposix
NCIMB Ltd
NEMIS Technologies
Neogen Culture Media
Neogen Europe Limited
New England Biolabs
Nissui Pharmaceutical Co., Ltd
Orum International
Pall Corporation
PCR Biosystems
Priorclave Ltd.
ProGnosis Biotech S.A
Puritan Medical Products Company
R-Biopharm AG
Rapid Micro Biosystems
Redberry
Romer Labs Division Holding GmbH
Roth Bioscience, LLC
rqmicro AG
Sartorius AG
Sino Biological US Inc.
Southern Group Laboratory
Stratix Labs
SY-LAB Geraete GmbH
Technical Service Consultants Ltd
The Baker Company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World Bioproducts
Xi'an Tianl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