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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和明天给大家分享

快手、抖音短视频如何上热门爆粉。大家期

待吗？

不同的平台算法机制不一样，不一样的算法

机制就决定了玩法的不同。懂了算法机制，

轻松玩转各大平台。

这是今晚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有空在线学

习，没空的记得课后爬楼学习哟。

先说下抖音，抖音做短视频的话，需要养

号！！！！



新注册的抖音账号，如果不养号，直接发作

品，是发布不出去的！！！！

那么新注册的抖音账号，要怎么养号呢，要

至少养 3-5 天，一般都在 5 天以上。

新号时间长点，一般都在 5 天以上，老号养

3 天就可以。

每天要去看 30 分钟短视频和 30 分钟的直

播间内容，而且是要看同行的。假如你做服

装，你就看服装的，假如你做好物推荐，你

就看好物推荐类的。



切记，如果你不养 3-5 天的号的话，新注册

的账号，抖音发作品是发不出的！！！！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

快手就没有那么严格。快手直接新注册的账

号，无需养号，也是可以发作品的。那么抖

音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因为抖音平台定位的是一个短视频内容社

区，主要收入是广告费，他担心大家一上来，

一注册账号就开始发广告。这样平台很快就

会死掉的

而快手主打的是直播卖货，短视频为辅，所

以，2 个平台的属性不一样，结果也是不一



样的。

这是养号的核心。

接下来说下抖音和快手的流量分发机制

抖音的流量主要还是来自官方的热门推荐！

因为抖音是一家大数据内容公司，根据你喜

欢什么，就给你推送什么内容给你的规则优

先级。

快手在今年 3 月份以前 是以粉丝关注哪个

主播，就把哪个主播的内容推送给用户的机

制，这个机制打造了快手的老铁粉丝经济

哈。



由于粉丝跟主播的粘性强与平台的关系。导

致很多头部大主播开始功高盖主。比如辛巴

某些时候就是不听官方的，经常煽动自己的

粉丝跟其他主播干架，连官方都控制不住事

态的发展

最著名的就是快手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之后，又出现了散打和辛巴的一哥之战。最

后以双双封停 2 个月了事。

并且这 2 个事后，快手反思了，自己的平台

流量分发机制，把关注优先去除了。现在的

快手不再是你关注哪个主播，就推哪个主播

的作品给你的时代了



现在快手也跟抖音一样，改成了官方推荐优

先。只不过快手不叫推荐，而是精选。但是

意思还是那个意思哈

大家如果要做抖音或快手的短视频。不建议

大家去做原创。原创的成功概率是十万分之

一哈。比买六合彩还难！

送 2 个绝招给大家，第一个是抄，第二个是

搬！

快手和抖音的高手都知道一个秘密，那就是

粉丝是抄来的，或者搬运来的。

抄很好理解，就是你觉得哪个作品不错，你



直接照着翻拍一遍，就可以了。剧本是别人

的，文案是别人的，主角换成了你

那搬运又是什么呢？搬运就是直接把别人

的作品下载了，然后用手工或者机器人二次

剪辑加工后发布在自己的账号。

搬运，无论是哪个平台，抖音、快手、视频

号都是严厉打击的。但是你记住一句经典的

话：越是打击的，越容易成功！！！！

越是鼓励的，越难成功！！！！记住熊熊老师

今天晚上送给你的这句话。

因为不容易，所以需要鼓励！！！！



因为太容易，所以需要打击！！！！

所以，不要傻傻的去被鼓励！！！

当然，搬运是一个技术活，需要你掌握人工

二次剪辑或 AI 机器人二次剪辑的技术。无

论你掌握了人工二次剪辑还是机器人二次

剪辑技术，那么你在快手、抖音、视频号将

如鱼得水！

当你进入我们的实操班的时候，无论是人工

二次剪辑还是机器人 AI 剪辑技术，我们都

会一对一的教你，因为我们会给你配一个助

教老师，也就是师傅，穿帮带的那种。大家

期待吗？



搬运模式，在抖音和快手有非常好玩的算法

破流机制，比如在抖音里，如果你找到 3 个

非常优质的作品，那么你每天都发这三个作

品。

而且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发，比如今天是下

午 3 点 发的第一个作品 3 点 10 分发的第

二个作品 3 点 20 分发的第三个作品，那

么明天还是按照同样的时间来发。后天还是

一样。一直都是这个是时间去发。

内容不变，时间不变

涨粉非常快~~

具体到时在后期实操的时候告诉大家怎么



玩哈

现在还是属于理论课，

这个短视频技术叫连怼技术

只要找到优质的内容，然后每天重复发就可

以了。所以搬运短视频最核心是如何找到优

质的内容，也就是能爆的内容

那么能爆的内容如何找到呢？这是决定你

的作品能否上热门的关键。决定生死的大家

要不要掌握

步骤我现在告诉大家，大家记得收藏起来：



第一步，比如，你要做穿搭（服装类），那

么你就去搜索穿搭的同行，然后给这些同行

的作品去评论和点赞。同时要关注至少 20

个同行。切记，同行一定只关注粉丝在 2 万

以下的同行，2 万以上的同行关注了也没用。

你做什么行业就去关注什么行业的，切记，

同行一定只关注粉丝在 2 万以下的同行，2

万以上的同行关注了也没用。

很多人无法上热门，是因为没有正确养号。

这个养号方法，我也是摸索了一年掌握的。

因为很多人，会去关注那些几十万或者几百

万粉丝的大主播。



你关注这些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大主播对

你后面上热门一点帮助都没有！记住，一点

帮助都没有！想要上热门，请记住，远离同

行大主播！

为什么要远离同行大主播，后面我会跟大家

分享。

第二步：要懂得上热门的原理

上热门的原来第一是封面和标题，第二是完

播率。养号是上热门的基础，而懂得上热门

的原理也就是封面、标题，养号是上热门的

基础，而懂得上热门的原理也就是封面、标

题、完播率是核心。



那些永远不热门的账号，那些作品永远只有

1000 以内的播放量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做

到这三点。大家一起来互动下，你们有没在

快手或者抖音发布过作品，播放量是多少？

可能很多跟你讲养号，但是没人告诉你，不

要关注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大主播的养号

方法。很多人跟你讲封面，标题、完播率，

但是他们没告诉你具体怎么去落地。

所以，现在我告诉大家如何做好，短视频的

封面、标题，完播率这三大核心的落地，一

个人发的作品没有播放量，大家认为是什么

造成的？



没错，视频没有播放量，永远是因为封面和

标题没有吸引力。只要封面和标题足够有吸

引力，一定有人被吸引点进去，所以，封面

和标题是决定播放量高或低的核心，那么我

们小白，如何 3 分钟学会做热门爆款的封面

和标题呢？

让我们的播放量刷刷刷的涨上去呢？想学

习吗？想知道吗？

就一个方法，只要记住了，你去做，再也不

用愁，封面，再也不用愁标题了，这个方法

也是在养号的时候累积出来的。



第一步不是让大家养号么？养号的时候，是

不是关注了 20 个同行（粉丝 500-2 万的同

行）？

现在给大家解答，为什么不要关注几十万几

百万的同行大主播的了。刚才我跟大家说，

让大家远离大主播，估计很多人还很不理

解，你仔细听现在的，你就一定能够明白了。

养号的时候，我们关注了 20 个同行（粉丝

500-2 万的同行），然后在这些刚起步的小

主播的作品里去挑选大热门。比如，你是做

百货的，或者说是食品的，或者是家电的，

你关注了 20 个做家电的同行，而且他们的

粉丝都是 500 到 2 万之间的，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这些同行的作品里，找出播放量超

过 50 万的作品。而且该作品一定是近 50

天内发布的作品，越近发布的作品越好。

然后把这些超过 50 万（最好是上千万）播

放量的作品的封面、标题，一个一个截图下

来，而且你把这些封面标题都抄在你的笔记

本上。你照着他的作品，去翻拍，这样你距

离热门只剩一步之遥了

换句话来说，这 20 个小主播里的作品，低

于 50 万播放量的，我们都不要去理会。我

们只看 50 万以上播放量的，播放量越高越

好，发布时间越近越好，不要超过 50 天的，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作品在某一个只有

1000 粉丝的小主播上，上了百万播放量，

那么你去看其他 20 个小主播，这些小主播，

一定也翻拍了这个作品，而且翻拍了的人也

都上热门，或者大热门。

这叫规律！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当你找到

这个规律的时候，恭喜你，你在短视频营销

的路上，获得了一把通往上热门的金钥匙。

这个规律就是，永远去发现 20 个小主播的

作品里，那些是全部主播都拍了，而且拍了

的都上大热门。



那么这时候，你去翻拍，一样也会上大热门，

你去翻拍的时候，只要照抄作业就可以。别

人的封面是什么，你就什么，别人的标题是

什么，你稍微修改一到两个字或者一字不变

也可以【不用动脑子，傻瓜执行哈】

一开始最好一字不变，因为你是个小白。当

你翻拍了 5-10 个作品左右，而且上大热门

后，你就会有信心，那时候，你自己都会修

改了。前期你什么都不懂，前期你需要的时

候建立自信心。现在给大家解答，为什么不

要关注几十万几百万的同行大主播的了。

毕竟很多人养号的时候，都是关注大主播。

然后很多人去模仿大主播的大热门作品，但



是最后发现，大主播的作品随便发都是上百

万播放，几万的点赞。

但是，你选大主播的热门作品自己去翻拍的

时候，不到 500 个播放，连 10 个赞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主播的粉丝基数是 300 万，随便发一

个作品，即便官方不助推他，大主播靠自己

的粉丝播放，也随便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播

放量。而你是个刚做短视频的人，粉丝才那

几个。粉丝基数不是一个量级，所以，让你

去关注几百到 2 万的粉丝的主播，因为他的

粉丝才 380 个，翻拍的一个作品能播放量能

上 100 万，这意味着是真的作品好，而不是



粉丝基数，明白的回复：明白

所以，我们没有粉丝基数的人去翻拍，也是

能上热门，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说完播率

的问题！如何提高完播率，没有完播率一辈

子都不要想上热门！记住，没有完播率，一

辈子都不要想上热门！！！！

这句话很残酷！

所以，新手如何提高作品的完播率呢？通过

提高完播率，而实现系统大热门！

热门分 2 种，一种是平台官方热门，一种是

平台系统热门。官方，是由人工进行审核，

人工觉得你的作品不错，会给你流量助推。



比如给你 5 万流量券进行助推你，官方助推

的热门基本上都是 100 万以下的热门。

但是平台系统助推的热门几乎都是大热门，

系统是一套软件，是一套算法，无法用人工

干预的。系统热门是，只要你符合平台系统

热门制定的数据，平台系统就会无限给你推

送。

有人问，什么是完播率，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完播率指的是视频播完的完整度。比如，你

拍的视频是 2 分钟，我拍的视频是 3 秒钟，

大家都是点进去就退出来，如果都是按照 1

秒计算。那么你的 2 分钟视频，点进去 1 秒

钟后退出来，你的完播率是 120 分之 1。而



我的视频是 3 秒，也都是点进去就退出来，

那么我的完播率是 30%。

我的完播率高于你的完播率的时候，系统会

认为我的作品更受人欢迎，系统会把我的作

品推送给更多人，所以，完播率是什么决定

的呢？同学们回答下我。

完播率是作品时长决定的！！！

所以，新手一定要做 7 秒以内的作品，最好

是 3-4 秒！

我教的团队，几乎都是 3-4 秒，从来没超过

4 秒，所以，他们的作品几乎是百分百上大

热门。因为现在的人没有耐心，现在的人很



浮躁，所以，超过 7 秒的作品，都是自杀。





【视频】（视频请找要你进群的人要）

这个 4 秒的视频，我让 500 个学员去翻拍，

400 个都上热门（播放量 50 万以上），其中

有 30 个人的播放量是 500 万以上的。

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去做，上热门是必

上，只是大的还是小的热门而已。当然，你

觉得这样的你不喜欢，那你可以坚持你的认

为。

就跟我们去学开车一样，教练为了让你快速

的学会开车，停车，倒车，会让你看桑塔纳

的车标，或者看雨刮，用这些做参照物，更

方便你掌握如何开车，但是对那些天生就很

厉害的人，他们不需要这些参照物。



刚才说了，没有完播率这辈子永远上不了热

门，而想要提高完播率，就要控制时长。所

以控制时长非常非常关键。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哈，明天快手抖音短视

频爆粉继续给大家分享哪些类型的作品更

容易热门，如何变现，如何引流到微信等等。

大家有收获的话，记得写个学习感悟到本群

哈。明天中午语音为大家重播。我们秉承看

一遍、听一遍、悟一遍更能掌握的科学学习

方法，所以，接下来，大家写学习感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