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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桔子
自2013年IT桔子上线以来，深耕新经济领域数据服务，积累了10万+公司数据，5万+投
融资事件，7千+机构数据，3万+行研报告......桔子会员是IT桔子2016年推出的个性化数
据定制服务。桔子会员用户可以依托这些海量数据，进行个性化的数据查询、结构化数据
浏览和私人化数据应用。目前IT桔子用户达到百万级，帮助用户节约时间和金钱、辅助其
各类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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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  桔子会员  用户案例

WWW.ITJUZI.COM



无限次搜索 / 全维度公司、机构信息呈现  / 最新数据实时推送 
500+ 热门专辑 /  基础数据分析 / 热门创业图谱

普通用户



无限次搜索 

10万+项目/公司库

5万+投融资事件

7千+投资机构

海量数据库，找你所需



全维度信息呈现

公司/项目，项目概览、投融资(非会员
查看 ）、团队、产品/竞品、行业
分析、相关报告、新闻动态、工商信
息等，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公司/项目历
史和现状

投资机构，投资领域、投资轮次、投
资事件（非会员查看 ）、投资战绩
分析、团队成员、新闻动态等方面，
结构化呈现投资机构偏好



最新数据实时推送 

公司/项目数据，查看最新 公司
/项目

投融资事件，查看实时更新 内
容

投资机构，查看最新 详情信息



基本数据分析 

支持项目对比，可支持4个项目同时
对比

行业图谱，34个最热门行业，结构
化呈现项目（非会员查看 项
目）、投融资事件、行业报告、趋
势、新闻动态等内容

千里马公司、AI领域图谱系统化梳
理呈现，5分钟帮你了解一个行业



500+公司专辑 

呈现最热门领域

权威项目/公司排行榜

汇集最具代表性项目/公司



桔子会员 

普通用户  桔子会员  用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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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子会员 
海量数据不设限 / 海量数据、报告下载 

 多元化数据分析 / 桔子雷达实时监测 / 专属客服

普通用户再 ，功能更



海量数据不设限 

10万+项目/公司库、5万+投融资
事件、7万+投资机构板块，无限制
列表浏览，无限制搜索

公司/项目、投资机构详情信息，无
限制浏览



自定义数据、报告下载   
10万+项目/公司库，5万+投融资
事件库，7千+投资机构库，自定义
专辑，个性化下载

会员套餐内下载数量不够？没关系，
套餐外数据包，支持按需付费

3万+招股书、行研等精品报告，支
持套餐内数量下载



多元化数据分析  
10万+项目/公司库，支持按行业、
成立时间、地区、获投状态、运营
状态等维度筛选

5万+投融资事件，24小时持续更新，
可按照 行业、币种、机构等多角度
检索回溯事件

7千+投资机构，支持按关注领域、
投资阶段、地区筛选



桔子雷达实时监测  

18个行业，任选3个进行关注，行
业新闻信息全收纳

10万+公司，自定义关注任一公司，
公司新闻、投融资速递、工商信息
变更等信息板块自由选择，自定义
追踪公司和显示板块，定制你想要
的信息

7千+投资机构，自定义关注任一机
构，机构新闻，机构投资不错过



专属客服贴心服务  
微信客服小桔妹，专心服务会员用
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咨询、数据包
下载支持

小桔妹微信：itjuzi-radar



无限次搜索

全维度信息呈现

最新数据实时推送

500+热门专辑

基础数据分析

热门创业图谱

海量数据不设限

数据、精品报告自定义下载

多元化数据分析

桔子雷达实时监测

专属客服

桔子会员

普通用户



购买桔子会员 

月会员 季会员 年会员 

108元/月 298元/季 798元/年 

数据下载: 3000 桔子币

1 公司=1 桔子币

1 投资事件=1 桔子币

1 投资机构=2 桔子币

1 报告=1 桔子币

合 99 元/月 合 66 元/月 
数据下载: 500 桔子币

1 公司=1 桔子币

1 投资事件=1 桔子币

1 投资机构=2 桔子币

1 报告=1 桔子币

数据下载: 15000 桔子币

1 公司=1 桔子币

1 投资事件=1 桔子币

1 投资机构=2 桔子币

1 报告=1 桔子币



单独购买数据下载包 

尝鲜版 优惠版 豪华版 

98元 268元 518元 

数据下载: 2800 桔子币

1 公司=1 桔子币

1 投资事件=1 桔子币

1 投资机构=2 桔子币

1 报告=1 桔子币

数据下载: 500 桔子币

1 公司=1 桔子币

1 投资事件=1 桔子币

1 投资机构=2 桔子币

1 报告=1 桔子币

数据下载: 6800 桔子币

1 公司=1 桔子币

1 投资事件=1 桔子币

1 投资机构=2 桔子币

1 报告=1 桔子币

支持按需购买，桔子币有效期

节省 280 元 节省 814 元 



用户案例 

普通用户  桔子会员  用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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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用IT桔子做什么

客户挖掘

情报跟踪

产业研究

投资标的

01 02 03 04



获取最新项目
热门行业研究

0 1

0 5

投资机构

新经济趋势研究
潜在合作伙伴、客户
投资、并购机会

大公司/细分龙头

0 3 媒体

探索热门行业
数据内容源支持

监测竞品
寻找投资
分行行业发展

0 1 创业公司

0 4

发掘最新融资公司
轻松按行业、地区等维度定位

BD/销售

系统化行业图谱，快速理解某领域
专业行研团队，定期发布行业报告

0 6 咨询人士

0 2

他们都在使用IT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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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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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端 iOS端 Android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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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所有设备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hello@itjuzi.com

会员咨询：itjuzi-radar

市场合作：dataservice@itjuzi.com

媒体合作：media@itju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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