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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平台背景



增量猛

存量大

1.1 内容平台的崛起
时长的王者：流量红海->用户注意力=时长->收入

全网近34%的总用户时长都
是集中在内容平台型产品

数据来源 Quest Mobile 2018~2019年互联网报告

全网超过65%的总用户时长
增长集中在内容平台型产品



1.1 内容平台的崛起
无所不在的内容平台

头部产品 类别 内容模块

微信 社交 朋友圈、公众号
QQ 社交 看点、兴趣部落、QQ空间

手机淘宝 电商 微淘、有好货、淘宝直播

支付宝 金融工具 理财社区、朋友圈

手机百度 系统工具 资讯、短视频

爱奇艺 综合视频 长视频、短视频、社区

抖音短视频 短视频 短视频

腾讯视频 综合视频 长视频、短视频

全网用户量前列的产品都有内容模块

纯内容产品 其它

纯内容产品本身主
打内容，沉淀了大
量用户时长

其它产品也嵌入了
内容模块，以此来
增加用户使用时长。



1.2 内容平台的构成
商店运作的流程

进货 拣货

码货获客



内容

分发 增长

商业化

普通用户 创作者内容平台

内容流

资金流

用户流



定义内容-Define

1

43

4

2

获取内容-Acquire

辅助分发-Deliver 激活用户-Activate

DADA -“爹爹框架”

1.2 内容平台的构成

对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
自己理解内容，帮助机
器理解内容。

引进内容，确保

帮助机器算法分发内容，
提高分发效率

最后是引入、留下用户
和创作者，扩大用户和
创作者的规模



2.定义内容 - Define



2.1给内容定性
内容的标准

体育？娱乐？乒乓球？综艺？

杂乱

一致



2.1给内容定性
标准的标准

定量描述

明确目标

突出案例

明确每个标准的目标，整个标准主要面向什么内容，有什么目的

用定性的语言描述“是什么样的内容”，给使用者一个大致的预期

用定量的描述来补充说明，什么范围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精力和知识有限，不可能穷举所有的情况，优先描述主要情况

在标准的条款中加入真实的案例远比文字描述更加生动形象

对于模糊有歧义的情况或者经常被误判的情况应当专门加以说明

定性描述

抓大放小

明确边界



2.1给内容定性
一个标准的例子-恶心内容

部分内容中含有令内容消费者感到恶心不适的内容，直接展示给用户会严重
影响用户的观感。其中一部分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强烈反感，应当直接下架处
理；另一部分则是有些用户不敏感，有些用户厌恶，则可以限制曝光范围。
本标准目标是识别此类，减少用户看到恶心内的机会。

标准目标

标准条款 大部分用户会感到强烈不适，对未成年人有不良影响，应当做下架处理：

1.尸体：人体或动物恶心的尸体特写、人体或动物不完整尸体、大面积血腥
的尸体；
2.伤口：人体或动物伤口的化脓感染的画面，大面积创伤等极度血腥的画面
、解剖画面，器官流出带血画面；
3.女性来姨妈漏出，带血的卫生巾。



2.1给内容定性
一个标准的例子-恶心内容(续)

例外情况

标准条款 部分用户感兴趣，部分用户，如仅关注的用户可以看到：

1.蠕虫、蛆、蚯蚓、黄鳝、寄生虫等无脊椎腔肠类动物特写场景；
2.蛇、蜈蚣、蟑螂等容易引起部分人恐惧的画面；
3.密集场景，容易触发密集恐惧症的画面；
4.痘痘、湿疹等密集出现或挤黑头、痘痘的视频；
5.耳屎、鼻屎等人体排泄物。

1.游戏中爆头不算真人，血腥面积低于1/4的可以放行；
2.纯医学研究内容中含极血腥伤口和解剖画面可以关注可见。



2.1给内容定性
标准的执行

标准
培训

试标准新标准

新同学 掌握标准的同学

准确率
是否达标

为新同学讲解标准

重新训练

达标

不达标



2.2 识别内容
聊一聊打标签-让机器懂内容

推荐系统怎么工作的？

通过内容和用户的标签给用户匹配
感兴趣的内容。

那标签是怎么打的？

Emmm？

理想分类

内容标准

样本标注

模型训练

实际



2.2 识别内容
内容识别的三个阶段

人工标注顾名思义就是
让运营同学直接给内容
进行标注，人工标注的
准确率最高，但是工作
效率相对较低。

存在一个误区是人工的就
是不好的、低效的，实际
上在进文量不大的情况下
，人工标注是性价比最高
的方案。

人工标注 规则策略 模型加策略

如果人工标注的成本已经
难以接受就需要通过一些
规则策略的方式快速标注
出命中标签可能性较大的
内容。

具体的流程是人工标注出
一部分样本，然后人工寻
找这些样本中存在的规律
。使用正则表达式可以提
高效率

对内容识别的准确度和召
回率有较高要求（如80%
以上），利用模型模型进
行内容识别成为必然。

训练模型需要的资源颇多
，包括AI人才，大量的机
器资源和大量的标注样本
。投入很大，效果好。



2.2 识别内容
一个内容画像的例子

特征类别 具体内容

内容创作信息 个人创作者；男；30岁；产品经理；常驻厦门
内容主题信息 <新闻,4.378>,<萌物,3.000>,<搞笑,2.848>,<体

育,1.829> <工程,3.454>,<早上,2.454>,<灾
难,2.343>,<动物,2.232> <帖子,2.465>

内容质量信息 <色情,2.000>,<恶心,3.848>
标题封面信息 3级内容；<萌物,2.000>,<搞笑,3.848>

商业化信息 <直播,3.423>,<电商,2.343>
时效信息 TTL（Time to live，剩余生命周期）：150天

更了解内容

更了解用户

更优
体验

识别更丰富更准确的内容信息

识别更丰富更准确的
内容信息



2.3 内容品质
给内容打上等级

拒绝低质内容，保障平台安
全运营

通过给内容打上等级标签来
调控内容调性

量化内容品质，指导分发策
略调整

量化创作者水平，指导创作
者引入工作

内容等级



2.3 内容品质
内容等级案例

级别 级别含义 体育-文章 体育-视频
5 顶级内容，有深度有质量，创作

难度大，周期长。值得大力推荐
原创，体育相关事件人物的深度剖
析，见解深刻，图文并茂；

重大体育赛事，人物的
深度报道，制作精良

4 优质内容，制作精良的内容。值
得推荐

原创，体育相关事件人物的深度剖
析，图文并茂。

重大体育赛事的重大消
息，剪辑合理，清晰

3 普通内容，完成度较高，没有明
显缺陷的内容

原创，重大体育赛事的普通消息、
花边新闻；体育人物的信息。

体育相关内容，没有明
显缺陷的内容

2 粗糙内容，内容有缺陷，有搬运
抄袭嫌疑。可能影响用户消费。

简单编辑的体育内容，言之无物；
搬运洗稿内容。

视频画质很差，内容言
之无物

1 低质内容，内容不符合平台调性，
有质量问题，不推荐

语言不通顺，没有中心，词不达意，
粗糙滥制。

画面模糊不可见，音画
不同步

0 红线内容，违反法律法规，下线 统一红线标准 统一红线标准



2.3 内容品质
给创作者打上等级

根据创作者的旧内容评
判创作者等级

内容等级

影响力

人脉关系履约历史

内容
垂直度 内容等级 创作者等级

根据创作者等级评判他
/她的新内容的等级



3.获取内容 - Acquire



3.1平台的愿景
打造成什么样的平台？

“垂直切入，泛化成长”

快手 抖音

用户
需求

平台
愿景

引入
方向



3.1平台的愿景
小红书的内容转型之路

海淘攻略

海淘社区

生活社区

最初的小红书主要定位于海外购物攻略，团队自己
生产海外购物的相关知识内容。

2014年围绕海淘经验交流分享打造的用户社区上
线，加入商城，口号变成“全世界的好东西”，用
户可以通过帖子直接海购，形成商业闭环。

2016年平台的愿景扩大成“全世界的好生活”，内容
主题从垂直的美妆、海淘分享泛化成泛生活相关的内
容。健身、宠物、美食等等的内容加入大大充实了小
红书的普适性，用户规模也有了大幅增长。



好不好

3.2引入内容的标准

平台已有的内容 平台没有的内容

用户的渗透率、点击率和人
均消费量这三个指标来衡量

够不够
单纯对比静态指标容易忽略
重要的信息。动态观察指标
波动能更准确地评估内容引
入方向是否合理。

有没有

要不要

很多时候要引入的内容其实
平台已经有了，先找到这部
分内容，我们就能已有内容
的方式分析

如果是全新地内容只能依靠
分析：一是参考竞品；二是
结合用户群里进行合理推断。



3.2引入后的持续跟踪
进文关键指标一览

方向 指标 目的

数量 日进文量 每天新进文量说明了平台创作者和平台内容的新鲜程度
总进文量 平台的内容够不够用户消费，具体数量需要根据平台确定
不同主题内容进文量 不同主题的内容也需要分别关注，特别是平台主打的特色主题
不同载体内容进文量 不同载体的内容也需要分别关注，特别是平台主打的特色载体

质量 进文通过率 每天进文有多少通过审核，说明了低俗低质内容的占比， 需要随
时警惕变化

高等级内容进文占比 这类内容占比直接影响平台内容权威度
可持续性 创作者发文留存 如果创作者在某次发文之后下次还会发文，说明对平台的认可度

较高，留存率也高
平均单篇进文曝光 平均单篇进文曝光量说明创作者平均发一条内容会被多少人看到

这个值太小说明进文太多，可以适当淘汰，这个值太大说明进文
太少， 可以适当引进



4.辅助分发 - Deliver



4.1发现机会
运营同学的作用

机器分发成为主流，
运营在内容分发中何
去何从？

真正理解内容

发现机会提高
机器上限

发现问题提高
机器下限



4.1发现机会
发现机会的方向

热点追踪 体现价值观

带节奏 流量扶植

• 追踪已经火起来的内容
• 预判即将火起来的内容
• 自己创造热点

内容平台也肩负着帮助用户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的重要作用。可以通过人工挑选出
正能量的内容曝光来体现产品的价值观

利用用户的从众心理引导用户参与社区，
打造有平台特色的氛围，这个操作俗称“
带节奏”。

要提高流量的价值，用来扶植新用户或者
引流变现是两个重要的方向。可以培养平
台的新生力量或者获取更多收益



4.1发现机会
人工干预案例

爱奇艺 腾讯新闻 闲鱼社区 陌陌直播



4.1发现机会
人工干预的手段

强制温和

加权 话题/
活动

运营
位 推送

在重要的位置强制
展示运营指定的内
容，主要用来呈现
真正的热点和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

利用内容唤醒未打
开APP的用户。需
要根据事件的重要
性来调整推送用户
的规模。

话题是带节奏的利
器，可以把同一垂
直主题的内容串联
起来。运营话题提
高用户参与度，创
造热点。

运营挑选一些优质
的内容进入一个池
子，曝光权重增加
，使内容有更大的
机率被用户看到。



4.1发现机会
GIO与内容分发

活跃 入口变化 内容表现

入口流量 内容主题 时长



4.2找到问题

监控异常 刨根究底

监控异常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
是从源头监控，二是从结果监控
。前者主要关注可能引起分发问
题的原因，如进文、算法和新增
指标的变化。后者主要关注分发
问题产生的结果，如留存、阅读
量、时长和用户反馈等指标的变
化。

指标后面的代表的问题则很考
验数据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
当我们发现指标的变化后，可
以通过不同方式的抽样找到对
应的内容后，根据标准评估内
容的变化，进而发现问题。另
一种追查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
用户调研让用户表达内心的不
满。



5.激活用户 - Activate



5.1 用户增长
获取用户

广告

线上 线下

广告是最重要的获客方式，
素材是广告投放最关键的因
素。运营能够为广告计划备
选做出贡献。

拉新活动 拉新活动通常是基于某些特
点在社交网络实现病毒式传
播。常见有：激励型、工具
型、内容型和游戏型四种。

电视广告

其它

电视是覆盖面最广的传统媒
体，广告效力依然很强，电
视节目配合线上活动可以起
到很好的引流效果。春节~

其它广告方式适合品牌曝光，
当用户规模达到一定量级后
做品牌曝光才能突破瓶颈。



5.1 用户增长
获取用户

广告素材引入对
某一主题刚兴趣

的用户

优质有吸引力
的内容提交成

广告

素材

内容 用户

用户看到感兴趣的
内容会留存下来

分享早安/宗教 内容到
群里

Share Chat Whatsapp

群里用户下载APP以获
取内容

素材与增长



5.1 用户增长
激活用户

获取新用户

内容/社交网络
召回流失用户

优惠/社交网络/新功能

刺激活跃用户

奖励活动

唤醒沉默用户

奖励首次尝试

激活用户



5.1 用户增长
推送

10% 的活跃用户来自推送

36氪

腾讯视频

热点

兴趣 产品功能

方向



5.2 创作者增长
流量/收入大礼包

创作者
等级

内容引
入方向

礼包
等级

创作者
培养 挖墙脚

培训创作者的手段：
• 创作者手册
• 创作者学院
• 创作者孵化器



总结

真正理解内容 真正理解用户

有创造力 有洞察力

内容

分发 增长

商业
化



感谢~
张俊杰 i@iamhamu.com欢迎交流

mailto:i@iamhamu.com


加⼊入 GrowingIO 学习增⻓长群

在社群⾥里里，你将收获：

1，全年年12场⼤大咖现线上分享（往期嘉宾包括：爱奇艺副总裁，阿⾥里里⽂文娱SVP，Herblink CEO 等）；

2，付费线下活动（增⻓长⼤大会，增⻓长沙⻰龙等）限量量赠票；

3，与各⾏行行各业的增⻓长⼤大咖共同学习最前沿的「硅⾕谷增⻓长⽅方法论」与「国内增⻓长实践」

扫描上⽅方⼆二维码，添加数三妹（ID：easydate2019）为好友，并发送【GIO】，我们将邀您⼊入群



关注 GrowingIO 公众号

获取增⻓长⼤大会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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