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七天螺旋引爆法

 七天螺旋三大原理

 引爆抖音电商流量核心思维

 抖音电商三代算法

 机器学习原理

 权重共振叠加原理

 帮助抖音AI加速学习

 让抖音AI贴上好学生标签

 每周进步比人快

 动手前的准备工作

 注册抖音小店

 注册抖音号 蓝V认证
 告诉买家你是可靠的

 告诉抖音，你是认真来做生意的

 用来承接订单

 用来叠加权重

 注册完后立刻可以开通橱窗

 开通Feed 竞价白名单

 内测期间，不对外开放

 越早开通越好，养计划权重

 进阶班专人服务

 进阶班专人服务 001 - 绑定抖音小店 微信二维码

 002 - 开通FEED白名单 微信二维码

 选品策略

 短视频拍摄技巧

 最少3款超高性价比引流款

 最少10款高性价比利润款

 每周2款王炸款

 展现产品使用场景

 狂暴式FEED共振叠加七天螺旋

 如何形成三频共振

 还原一个流量形成的原理

 人性的弱点

 货找人，钓鱼跟捕鱼的差别

 适合腰部卖家，大卖家

 先舍后得

 疯狂叠加权重，不做好学生，做全国模范生

 FEED 暴力起号操作流程

 抖音官方疑难杂症对接 003 - 抖音官方对接 微信二维码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今日头条

 抖音短视频

 直播电商

 新直播间

 观察  假设  验证  发现

 新短视频账号

 新抖音小店

 学习期

 学习期

 学习期

 放量测试

 放量测试

 放量测试

 抖音算法的本质是  流量分配！

 抖音算法的目的是  留住用户！

 贴标签  测转化率

 贴账号标签  测互动率

 贴产品标签  测转化率

 用户才是上帝  一个抖音用户的三个接触点

 短视频

 直播间

 货/产品

 精准电商标签

 三频共振  账号标签 = 直播间转化标签 = 产品标签

 产品为内容
 短视频引流

 直播间转化

 三个权重

 短视频账号权重

 直播间电商权重

 抖音小店权重

 调整

 确认

 暴力起号核心  先抓一个权重死命打

 4周螺旋加速

 精准，精准，再精准

 一个不精准的用户都不要

 转化率，销售额

 同比增长快于学习期的其他账号  龙抬头，垂直爆款

 流量不重要

 粉丝不重要

 点赞不重要

 打开抖音

 刷50个短视频

 购物用户

 非购物用户

 看到喜欢的产品

 看到你在直播

 点入直播间看到你在特价

 怕明天就刷不到你了
 喜欢就下单

 走人

 看内容

 刷关注的内容  购物用户  看到正在直播的账号
 每天有新品推荐

 每天有不同活动  经常能占便宜

 经常能看到新产品

 点直播广场  看到直播封面

 其他  FEED 竞价排名

 出价高排名优先

 实际扣款是下一名出价

 根据用户标签展现

 打开抖音的目的不是购物

 但是吸引眼球的产品也是内容

 最难抗拒的是“锚定”的产品有折扣
 知道价格是1000以上

 今天500多  疯了~

 用户不是来买便宜货的

 他们是来“占便宜的”
 对比才能提现价格

 用他们熟悉的事实来验证这件事多划算

 品牌货

 买一送5

 明确说明为什么今天3折带走？
 最后一批了！没了！绝版了！

 这种质量你绝对不会再看到了，低于买布的价格

 挂合理价格
 限时限量倒数 疯抢！

 抖音电商起号原理

 100%只展现产品，其他都不要  短视频产品标签

 直播间一定要快速拉高转化率  赔钱都要卖出去

 开始的流量小
 送出去几单的转化率巨大

 引来大量的自然流量  有展现就有转化 - 爆品

 天猫淘宝  等着用户有需求才搜索找你

 抖音电商  货 = 内容
 抖音帮你去找到标签用户展现

 用货品的使用场景去“找人”

 至少要准备2-5万启动

 FEED 投入费用 + 极致转化款拉升转化排名
 带动【直播广场】排名

 带动【短视频】展现量  引流进入直播间

 10%的FEED 投入 + 亏一点钱转化
 40%的短视频免费流量

 35%的直播广场免费流量

 每场直播统计一次权重

 平均停留时间  电商 3分钟

 人均GMV  总销售额/入场人数

 转化率

 购物车点击率  点击购物车/入场人数

 下单人数/入场人数

 控场  入场人数

 提高  入场精准度

 模范生

 每场都是同时开播的“榜眼”

 被算法记住，你就是模范生
 大胆给你配置流量

 突破算法的流量池限制

 引起讨论话题
 美女解说装水管工具，顺序装错了

 大量老司机在评论区回复

 准备工作

 前一天，拍摄正式直播的花絮

 组建好产品的人群包（需要审核几个小时才能运
 行）

 对好产品价格，营销思路，对戏过程，制作出一
 个直播脚本

 FEED 充值，抖加预算充值

 投放策略

 1.在开播前半小时搭建好广告组和计划

 2.组件不同的人群包计划

 性别+地域+年龄+品牌女装广告创意

 性别+地域+年龄+服装场景

 性别+地域+年龄+行为（购物意图）

 性别+地域+年龄+高消费+点击服装的 人群

 性别+地域+年龄+高消费+服装引流场景+行为

 3.每个计划各设500-1000日限额

 共振叠加原理

 直播间权重叠加 每场都在做统计

 短视频权重叠加 每个短视频都在贴标签

 标签用户共振 直播 + 短视频双重精准标签，形成共振叠加

 直播广场流量 投放的目的是加大直播广场流量占比

 目标

 50% 短视频流量

 10% 投放

 10% 其他

 30% 直播广场流量

 3.投放节奏

 1.开播前10分钟直接把人拉到上千

 2.在烧到这个峰值的时候。日限额已经烧没了，
 这里等数据缓冲。这里广告是停止的，但是从截
 图看开播权重已经出来了。因为人数已经稳定在
 500-1200人左右

 3.等数据缓冲人数掉到600人内的时候。再次放
 开某些计划日限额，优先人群精准度高的计划

 4.上到1000人。第一波的时候上福利款秒杀款，
 比如9.9，19.9等其他产品

 做这个动作是为了

 1.停留时长

 2.互动

 3.转化率

 5.此时人数开始增长，最高峰更加是拉到了
 2404人 案例

 6.接着日限额烧完停止，后面让他稳稳的烧

 7.开播开始一直保持连爆连怼视频。抖加投100

 必须是已经爆过的视频，70%内容不同调整

 短视频直接产品使用场景，触发用户的兴奋点

 8.烧，停，烧，停，烧，停保持这样的节奏去激
 发直播推荐和视频推荐的流量出来。 模型

 概要

 可以到蝉妈妈选品 福利款玩法

 大家都知道的价格

 你不要利润
 送另外一款

 你帮他付款

 最热火的商品

 拍现在正在强的福利产品现场
 拍摄10秒，配置文案，发出去

 投100元豆荚

 调价

 快速加权

 1

 2

 3

 4

 跳失率

 100个用户

 2个

 98%

 10分钟
 下播

 开播

 100人
 被你关了

 50个人  50%

 200人

 关

 怎么让精准老客户来帮你提高转化率

 不统计的  你叫来的流量

 先发一个短视频

 转发给她

 进来抖音，完播，点赞 + 关注

 你要反关注  好友关系

 明天直播  关注  看到你在直播

 机器学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