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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

回生，二回熟哈）熊冠亮。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0 粉丝如何直播变

现？

我们一起来互动下？在你们还没学习之前，

对于 0 粉丝开播是不是难以想象？觉得不可

能的事，对吗？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直接上干货！！！

第一、短视频不等于直播，直播不等于短视



频，短视频和直播是 2 个板块。

可能大家有听过2个名词，一个是直播公会，

一个是 MCN 机构。大家有听过这 2 个名词

吗？应该有人听过，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

么？

直播公会指的是以直播为主或者说，只做直

播的机构，那么 MCN 机构呢，是以做短视

频内容创作为主的机构。

这 2 个机构从引流到变现都有本质的区别，

直播公会以直播的时候收取粉丝礼物或者

卖货变现为主。而 MCN 机构是以收取商家

广告费用为主，比如帮别人发一个种草短视



频，赚广告费用

那么从引流涨粉的手法来说，直播公会是直

接在直播中下功夫，怎么研究留人套路或者

剧本。通过直播间涨粉是直播公会的主播主

流涨粉模式。因为直播的粉丝才是精准的粉

丝。从粉丝属性来说，分为直播粉和短视频

粉。看短视频的粉，不一定看直播，而看直

播的粉丝大概率会看短视频。

所以，直播粉的价值比短视频引流过来的粉

丝的价值要高数倍以上。换句话来说，大家

经常看到某个抖音或者快手的账号，粉丝有

很多，包括短视频的播放量也很高，但是直

播的时候，人气就很差。就是因为，他涨的



粉丝是通过短视频涨的粉，短视频的粉丝其

实是对内容感兴趣，而直播粉丝是对直播间

的主播以及内容感兴趣。所以粘性不一样。

总结一句话，短视频涨来的粉丝有短视频的

变现方法，比如广告，比如引流到微信，然

后在微信进行卖货，这也是短视频创作者的

主流盈利模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面对

直播镜头。

我在 2020 年签约合作了一个老戏骨明星，

亲自给这个老戏骨明星操盘快手、抖音账号

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明星他拍的段子很容

易上热门，很容易涨粉，但是，直播的时候，

就很难留住人。虽然 3 个月粉丝涨到 280



万，但是直播间在线人数也就 2000-3000

之间。

究其原因就是，拍短视频一遍不行，可以来

2 遍，2 遍不行，可以三遍，可以随时暂停、

甚至重来，或者剪掉。但是直播是不能重来

的，不能暂停、不能剪辑的。所以直播比短

视频的难度系数更大。









这就是我的直播公会签约的艺人之一 杜旭

东老师 坏人专业户哈。





目前快手和抖音粉丝都是 300 多万。但是由

于杜老师他属于演员，习惯性的是看剧本，

并且不行要重新来的那种，所以，直播效果

不如他拍戏的效果。

大家听过花椒、映客、一直播吗？

在抖音、快手还没出来之前，花椒、映客、

一直播是主流的直播平台，这些直播平台是

没有短视频的，只有直播这个功能。但是在

2016 年以前有很多网红从花椒、映客、一

直播、酷狗、YY 的直播里成长为超级大网

红。



换句话来说，只要掌握了直播的能力，不需

要 拍 段 子涨 粉 丝 然 后 开播 这 样 的 错 误思

路！！！

直播和短视频是 2 个频道！！！

大家一定不要习惯性的认为，我要先通过拍

作品涨了粉丝才能直播，不然直播间没

人！！！

这样的认知是超级错误。是大错特错的！！！

如果必须要先拍作品，涨粉丝后，才能直播，

那映客、花椒、一直播、YY、酷狗这些此前

传统的直播平台，人家只走直播线路，那些

动则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他们是怎么来



的？这些平台都没有短视频，人家直接是开

播，通过开播涨粉！！！

所以，你今天知道这个认知后，你至少打败

了这个世界上 98%的人了，因为很多人依

然固执的传统的，错误的认为，先要拍作品，

然后涨粉丝，然后直播！！！！

刚才我调查问了下大家，有没听过花椒、映

客、一直播这些直播平台，居然大部分人都

没听过~~你们知识断层太多太多了。

当然，只要有方法，有套路，有剧本，什么

都不是问题。但是大家首先要搞明白短视频

和直播是有本质的区别，知道这个区别之



后，你对自己做一个定位。

当你知道，直播跟短视频涨粉多少没有关系

的时候，又能掌握平台的算法的时候，那么

你就能通过 0 粉丝开播，也能实现直播间同

时在线人数大几千甚至几万人。

所以，我想问下大家，想不想掌握，0 粉丝

开播也能实现人气爆棚的玩法？

想要做好0粉丝开播，不管是抖音还是快手，

我们先要了解这些公域流量平台的算法。知

道这个算法后，你就能够轻松的获取平台的

流量。所以，接下来是干货中的干货。要不

要？



第一，99%的人死在前面 5 次开播上面，也

就是说，如果你在快手或者抖音上面开了一

个账号，那么这个账号前 5 次的开播，大概

率决定这个账号一辈子的命运！！！

记住，一个账号的前 5 次开播，决定这个账

号这辈子能不能玩起来！！！而 99%的人对于

前 5 次的直播，都是稀里糊涂的，没有明确

目标。乱做！！！

所以，导致，这个账号，怎么做都做不起来！！

为什么前 5 次直播这么重要，能决定一个账

号的生死呢？



这是因为，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尤其是抖

音这个平台，他对流量或者数据是极其珍惜

的。任何一个平台都希望流量更有价值，都

希望把流量给到更能带来价值的人，正如一

家公司，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把最好的客户

给有能力的员工去跟进，还是给最差的员工

去跟进啊？

肯定是给有能力的去跟，因为有能力的可以

跟出业绩，最差的员工，能力不行，给客户

跟不出单，浪费公司的客户资源，大家同意

不同意。

所以，重点来了。抖音和快手是如何测试一



个主播能力行还是不行的呢？

当你知道这个算法，这个原理的时候，你就

能轻松玩转抖音快手的直播了。

抖音和快手是这样来测试一个新人主播是

否有潜力和价值。就是看这个新人主播前 5

次在平台直播的数据。这 5 次你的直播数据

漂亮的话，那么你的账号在平台的权重就会

高，权重高，获得推荐流量的机会就大。





直播 49 分钟 17000 人观看，官方直播推荐



流量 98.9%，我们做的这个抖音账号打败了

98.9%的人。





这个账号我们直播了 1.6 个小时，11.6 万

人观看，98.5%的观众是来自抖音官方推荐

过来的。









后面 2 个截图是我辅导的学员，我一对一辅

导的学员，执行力杠杠的。大家可以看看他

发给我的截图里的数据。

现在我要教你读懂一组数据，如果你的直播

推荐为 0%的话，意味着你的账号被官方限

流，关进小黑屋了。其实很多人的账号直播

推荐率低于 10%，甚至直接是 0，你觉得你

能做的起来吗？

我上面发的截图，通过关注过来看直播的人

几乎忽略不计，有的是 0%，通过关注过来

的这个数据其实就是你的关注你的粉丝，由

于我们是 0 粉丝开播，所以从关注过来的数



据都是可以直接不看的。

通过视频过来的人，指的是如果你发了短视

频作品，通过看你作品后进入直播间的数

据，由于我们是 0 粉丝，0 作品开播，所以

通过视频过来的数据也是为 0，我们的流量

全部来之官方推荐，官方推荐就是你的直播

间上了热门！！！

当你的直播间上了热门的时候，你直播间就

不断进人，一直持续的进人。为什么我们直

播 1.6 个小时，有 11.6 万人观看，就是因

为我们的直播间上了热门。

大家在刷抖音的时候，会发现，每每刷几个



短视频就会刷到一个直播间？每次，你能在

推荐栏里刷到的短视频都是上了热门的短

视频，能在推荐栏刷到的直播间都是上了热

门的直播间。

所以我刚才说了直播间和短视频是2个粉丝

属性，大部分看短视频的人不习惯看直播，

因为直播不是碎片化时间能看的，而短视频

碎片化可以看完的。所以看短视频的人大部

分不看直播，但看直播的人也会看短视频。

不扯那么远，继续回到，抖音是用什么算法

判定一个新人账号是否有价值，是否要给予

高权重的标签，有了高权重你就意味着有高

流量，因为高权重的账号就是会给你直播推



荐，给你上热门。

抖音也好，快手也好，都跟初中升高中是一

样，当你初中毕业，你上到了一所高中，开

学后，所有的新生学校会召集一次考试，这

次考试大家说，是为了什么？这次考试的成

绩好坏决定你分在什么班，比如成绩优秀

的，会分在重点班，成绩一般的分在普通班，

大家对这个都不陌生吧？

同样的原理，抖音和快手对于新来平台注册

的主播，给了 5 次的考试机会。如果你这 5

次的机会，数据很差，那么对不起，你被官

方定义为差等生，如果在一所高中，你是差

等生，会分在普通班，如果是普通班里的差



等生，你会分在最后几排，是不是这个道

理？

我来问你，如果一个人分在普通班，而且还

是最后一排，请问这个人是不是比较难考上

重点大学？

同样的原理，当你被抖音或者快手前 5 次的

直播过后，你的数据非常糟糕，那么你就会

被定为没有价值的账号，那么就不会给你推

荐流量。当你的直播推荐为 0 的时候，你又

没有粉丝（通过关注过来就是你的粉丝从关

注列表过来你直播间的），那么你的账号就

彻底废了，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所以在抖音和快手平台前5次的直播非常重

要，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就胡乱去

直播了，然后各项数据一塌糊涂。然后交给

抖音快手的成绩单就是惨不忍睹，最后被官

方关进小黑屋。

这就是 99%的人在抖音、快手玩直播，一

直玩不明白的核心。你试想下，由于你前 5

次考试糟糕的表现，你被关于小黑屋，你这

个账号还能玩的下去吗？

那么，干货来了，大家要不要听？

抖音、快手是依靠什么数据来判断你有没价

值的呢？要知道吗？



抖音是通过以上 6 个数据来判断你对这个平

台有没价值的。分别是：

1、 直播时长

2、收获音浪 这个是决定性的，因为你能

收到音浪，就意味着你能帮平台创作价值，



因为抖音是要分 50%的音浪的。音浪是粉丝

给主播刷的礼物。平台要分走 50%，你能给

他每天收 100 万音浪，你觉得平台会不会给

你一直热门？

3、 观众总数，这个数据意味着你从开始就

优秀，观众总数是你这个账号是否有价值的

最基础提现，如果你没有观众总数，即便你

再能收音浪，抖音也不推你，因为推了你的

直播间，但是没人进，每当划到你的直播间

的时候，用户都直接划走，不点进去，那么

这样浪费平台的推荐坑位，平台的推荐坑位

非常非常稀缺的。

4、新增粉丝 这也是很关键的，就是一场



直播下来，有没人主动关注你。如果一场直

播下来，没人关注你，说明你不受欢迎。

5、 付费人数，比起收获音浪，付费人数更

能体现你是否受粉丝喜欢，因为很多娱乐女

主播，女网红，直播间 10 来个人，但是一

个晚上一个大哥也能给他刷 100 万，但是平

台对这类主播其实是不推荐的。但如果你直

播间有 6000 人给你付费，那么即便 1 人 10

元，也有 6 万。其实平台从数据上更愿意看

到付费人数多。说明喜欢你的人多。

6 、评论人数 这是直播间粉丝和主播的互

动数据，有的人直播间的互动一直在刷屏，

看都不看清评论，因为直播间的粉丝太活跃



了，互动太高了，但是有的直播间从头到尾

没人互动，说明这样的直播间没价值，所以

官方不会推荐这个的直播间的。

当你搞懂了以上 6 个数据，你就能轻松玩转

从 0 粉丝开直播，我有很多的学员，都是通

过掌握了这些技巧和规则，快速的获得了平

台的推荐机会，上热门了，然后快速的变现。

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给大家讲，用什么方

法可以让自己通过快手、抖音的前 5 次考试，

让前 5 次的数据漂亮，使得抖音、快手把你

的账号定位为高权重、高流量账号，大家明

天要不要来学习？要不要来掌握。要的，记

得明天晚上 8 点锁定本群。并且记得写一个



学习感悟丢到群里，如果不写学习感悟到群

里，那么意味着你根本不愿意学习，我们会

把你移除本群哈。

明天晚上教你如何通过抖音、快手的前 5 次

考试，让你也能 0 粉丝直播变现，大家说好

不好。今天就到这里，晚安，明天见，坐等

大家的学习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