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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大家好，在的出来签个到哈。回复：

一起爆粉 表示你来了哈

昨天晚上给大家讲了抖音、快手短视频如何

选材以及上热门的三个核心关键要素。

那么今天晚上给大家介绍抖音、快手主流平

台哪些类型作品容易爆，分别怎么变现的。

我给大家一共总结了8种热门必爆短视频的

玩法以及运营选材、变现。大家要知道是哪

8 种嘛？



音乐号 影视号 情感号 手绘漫画 明星号

创业号 正能量号 图文号

以上 8 种类型就是抖音、快手 2 大主流平台

最热门的，其他的大家不用考虑了

我们今晚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种类型：抖音音

乐类账号。

说起来算是短视频里面比较简单的一种了，

既不需要真人出镜，也可以不用自己拍摄视

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新手小白操作。

音乐类账号有哪些类型呢？

盘点类：盘点抖音最热十首歌曲，盘点抖音



最火 BGM，盘点国外最热门十首歌曲等等，

总之就是两个字，盘点。









大家刷抖音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刷到这样的

作品，这类型容易爆粉，容易上热门

音乐类型还分：明星音乐类

明星音乐类也可以分的更细致，比如一人一

首代表作，比如多个明星唱同一首歌，比如

明星各种晚会唱歌现场。总之就是 4 个字，

明星唱歌。





除了这些，当然还有真人出镜唱歌的，不过

本次的重点是二次剪辑类音乐号的制作。

做音乐账号，肯定首先要做的就是准备音乐

素材。我们优先考虑热门音乐，可以在抖音

看一看热歌排行，网易云看一下搜索排行，

还有其他的音乐平台以及一些国外的音乐

平台。

其次就是一些大型晚会明星唱的歌，还有就

是某个比较火的人的歌，比如华晨宇易烊千

玺许嵩的歌。

大致上音乐素材就是这几种，具体呢需要你



自己根据制作的视频类型去找素材。准备好

了音乐之后，那么就需要根据音乐来准备视

频素材，可以选择静态的图片、漫画，也可

以选择一些已经有的视频。

只要是和音乐相符的就可以，选择好主题之

后，就可以结合我们的音乐来制作视频。那

么如何制作视频呢？

没有剪辑基础的新手，用手机呢推荐使用剪

映、快影、美册等 APP，功能还是比较齐全

的，可以满足上面讲的所有音乐类视频的制

作；用电脑呢推荐使用快剪辑、爱剪辑等，

其实这类软件还是比较多的，操作也很简

单。



会以上剪辑软件的回复 666，不会的回复

999

极力推荐 美册 因为 美册里有 8 大热门视

频玩法的剪辑教程。如果你想要剪出更加精

美的视频，你可以学习专业的剪辑软件，比

如 PR 这种，学会了还是非常好用的。不过

PR 学起来费钱费时哈，有心里准备才好。

为什么说新手可以操作音乐号呢？

1、音乐领域的范围很广泛，流行的、怀旧

的、国语的、粤语的、外语的，等等类别众

多。



2、受众面广，因为音乐的种类多，所以每

一类的人群总有他们的喜好。

3、素材容易寻找，一首经典歌曲，一个受

众广的明星，都能为你的作品急速涨粉。

4、视频容易制作，哪怕一个高潮，都很容

易引起共鸣。

抖音快手里的音乐号怎么变现呢？

1、卖与音乐相关的书，例如很火的《听什

么歌都像在唱自己》，音乐与文字结合。



2、卖与音乐相关的配件，例如耳机、音乐

U 盘（暴利）

3、与音乐相关的精选好课（线上学习，或

者引流到线下）

4、最简单粗暴的卖号。（一个账号，号商那

边可以估价的，100 万粉丝的可以卖到 3-5

万，如果你一年做 10 个号呢，真是无本生

意啊）其实掌握了二次剪辑技术之后，自己

在家或者搞个工作室，一年轻松做 10-20 个

百万账号，一个按照 3 万算。一年收入不菲。

如果你想要运营抖音号，但是时间不太充裕

或者是新手小白，那么抖音音乐号绝对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8大热门视频玩法之影视

号

抖音影视剪辑号月入过万的玩法，我们抖音

赚钱的方式太多太多了。

影视号它的变现模式，看上去很简单，操作

起来也不复杂。做项目之前呢，要了解该项

目的盈利点在何处，如果盈利点很少或者

说，盈利点根本你就操作不了的话，那你做

这样的项目基本上就建议不了，因为他没有

赢利点赚不了钱，让你还做了干嘛呢？就是

浪费时间啊！



所以了解了盈利点之后，我们才能有效的有

针对性的去做，我们一共总结了九种变现方

式

我们讲几个容易而且主流的变现方式吧

引流变现是最常见，众所周知的一中变现方

式，那么，什么叫引流啊，顾名思义就是在

我们都应涨粉的同时，我们把我们的联系方

式，可以通过个性签名发私信等等的方式把

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号发给他，然后他加过

来，所以就叫引流引流，说白了就是一个被

人加的过程。现在很多微商、新零售、团购

招商的，专门委托抖音、快手做账号的公司，



引流到他们的微信上，按照每加一个微信

1-10 块钱不等来计算费用。

也就是，你可以把粉丝卖给别人，按照加别

人指定微信号，加成功 1 个多少钱来算，医

美加一个最高可以给到 80 块钱哟。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加到自己的微信上，给自

己引流。就是说你有项目或者有产品

，项目是什么呢啊？项目啊，其实很简单了，

有很多人之前做过微商啊！新零售、代购啊、

代理过什么产品或者说，操作过什么项目。

那么这个，就成为项目。

那么产品分为实体产品和虚拟产品，那么实



体产品呢，比如说，你是卖化妆品的啊！是

卖什么服装的那这就叫实体产品。

那么虚拟产品比如：电子书，电子文档或者

说网盘、网课等一些资料。 这些去叫虚拟

产品。主要是通过引流到微信，然后通过打

造朋友圈人设，加的粉丝，一般都会去看你

的朋友圈，一看你的朋友圈是他想要的，那

么她会主动付费购买产品或者成为代理。

我们要引流到微信上来。这叫私域流量！引

入到你的微信上肯定得打造朋友圈你的产

品或者说微商、新零售、团购的那套模式这

个很简单了。别人家到你的微信肯定会第一

时间翻你的朋友圈。



加你后，看你朋友圈，第一时间来了解你是

做什么的？他有兴趣了，就会来咨询你，如

果看你朋友圈打造的不好，不是他想要的，

他也不会跟你产生交流啊！甚至看你的朋友

圈什么都没有那么马上把你删掉。

所以，从公域到私域，是一环扣一环，少一

个步骤都是白干！！

当然还可以剪辑技术教学变现，这也是主流

方式

我们通过抖音引流到微信，吸引人来学习剪

辑技术，如果说你的抖音影视剪辑作品上热



门了，或者说你的抖音涨粉很快啊，粉丝量

很多，别人就会知道你，可能会向你学习，

教剪辑技术教学收徒收益是最快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报名在 300 至 1000 都可

以收费。如果说你的这个抖音做得非常好，

你也有自己的教程啊！等等，有自己的方法，

就可以自己录制课程！你就可以定个价，然

后制作成为海报发朋友圈，让别人来了解。

这样的收费一般都在 300 到 1000，因为可

能有的是大学生，宝妈、还有中年大妈也有

哈，他们没那么多经济能力，如果你前期招

生招的少的话，你可以低价三四百块，这样

的来收费，如果后期课卖的很好，加你的人



很多，你也可以适当的涨价

但是也别超过 1000 块钱了！别人花 1000

块钱来就学个剪辑是非常不值的，就有可能

物极必反，如果说你做的好，后面有本事了。

那么可以考虑其他的变现方式。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情感号了

情感号，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都是最主流的

玩法！也是最变现的！情感的鼻祖出在快手，

快手培养了太多情感主播，头部情感主播一

年轻松十几个亿的收入。尾部主播一个月也

是十几万。那么情感号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

单的，不用露脸，而且是原创的玩法，要的



回复：要









类似这样的 大家只要 3 分钟，3 分钟哈，

人人都能学会，而且都能上热门！人人都能

学会并且上热门哟。今天是理论课，后面会

教大家实操。超级简单，不用露脸，每天只

要花几分钟就可以。大家要不要掌握哈

这种情感号 涨粉也是非常快，粉丝粘性很

强。关键变现特别厉害，是所有类型里变现

最厉害的！

接下来给大家讲 手绘漫画

手绘漫画做起来相对需要费时间和精力，但

是变现和涨粉也是蛮不错的











大家有没刷到这样的短视频过的？



这种也是不用露脸的玩法，而且涨粉也非常

快，只要愿意学，人人都能学会，最多 3 天

就可以学会。

这种在抖音和快手都比较欢迎，因为表现形

式比较新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绘画出

来，大家想 3 天就能绘画出自己的短视频作

品嘛？

当你学会了这个手绘视频的时候，你可以用

来制作情感视频，可以用来制作励志故事，

可以用来做育儿经，各种内容都可以用手绘

漫画来表现。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明星号



明星号一般不建议小白，一般建议专业玩

家，就是有工作室的，专业玩家的表现有 2

种，一是把账号做起来后，卖账号，一个账

号按照 100 万粉丝来说，3-5 万块。

还有一种变现方式，就是一对一卖产品给这

些粉丝。非常暴力。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创业类的对标作品



创业类的号主要变现是卖号和广告变现。包

括引流到私信。因为关注这类账号的粉丝都

是创业粉，更适合什么微商 新零售 团购包

括招商类的

引流到微信 也适合 培训类的 比如卖教育

培训课程

所以，如果是做项目的或者要招代理的，创

业粉丝你是一定要引流到你的微信的。







这类对口型的也是非常容易吸引创业粉的，

而且制作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





账号昵称以“什么妈的日常”的也是创业粉

聚集之地。因为她吸引的全部是宝妈创业粉

丝。

玩抖音和快手跟社群一样，都不是直线思

维，都是曲线思维。也就是利他思维的。直

线思维的人很难把抖音、快手研究或者做明

白。

接下来讲：正能量号 是所有平台最主流的

一种玩法

但是粉丝属性不是非常值钱哈，包括后面讲

的图文号 都不怎么好变现。因为粉丝不值



钱哈。即便卖号 价格也卖不起来

但是正能量又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 更是平

台的主旋律 所以短视频上热门的几率都很

大 涨粉也容易，但是粉丝没有粘性。而且

粉丝属于 60-70 后的粉丝。所以，变现相对

不好。但是由于涨粉容易，所以即便价格不

高 依然有不少人做



最后就是图文号了，图文号 顾名思义 就是

图片+文字。这种制作简单，虽然粉丝价值

不高，依然有很多人在做。就因为制作简单，



真的是超级简单哈



那么今晚给大家介绍了快手抖音里的8种热

门玩法，怎么找对标账号和运营素材，就按

照我视频里教你们的，想要找什么类型的，

直接在抖音或快手搜索就可以了。大家今晚

看完之后，自己去抖音快手 实操下搜索你

喜欢或者你要做的一种类型。至少找到 20

个同类型的账号。

短视频版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开

始给大家讲 0 粉丝直播哈。就是没有粉丝，

也可以直播变现。大家锁定我们的学习群。

明天晚上 8 点不见不散。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