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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序 写给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指南

序 

⼤家好，这是⼀篇详细介绍 新媒体 ，以及如何 基于LTD营销SaaS新媒体运营实操 详细操作指南。除了对新媒体进⾏
讲解外，也列举了实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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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媒体 

“新媒体 是基于数字技术、⽹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 具有 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

台 。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 ⽹络媒体、⼿机媒体 及其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
字媒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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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可以⽤于运营推⼴的新媒体平台： 

• 微信公众号 
订阅号 ① 和 服务号 ② ，针对已关注的⽤户进⾏ 1对多 的推送，推送形式包括⽂字、语⾔、图⽚、视频等，并基于微
信⽤户本身的庞⼤基础，遥遥领先于其他渠道。


• 新浪微博 
互动直接，推送不受数量和时间的限制，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开放性也很容易造成 爆炸式传播 的效果。


• 社交⽹站 
社交⽹站包括 天涯、⾖瓣、⻁扑 等社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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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2%E9%98%85%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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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bs.hupu.com/al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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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答⽹站 
知乎 、头条问答 等。

• 视频⽹站 
哔哩哔哩 、Acfun 、⻄⽠视频 都是视频⽹站的代表，⽤户 通过 弹幕 ③ 、评论 的⽅式来进⾏互动。

• 短视频⽹站 
快⼿ 、抖⾳ 等等，短视频 ④ 更符合⼤众移动⼿机端的使⽤习惯，在⽤户碎⽚化的⽣活节奏中⾮常受⽤。

• ⾳频⽹站
荔枝FM 、⽹易云⾳乐 等都是可以进⾏推⼴的新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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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ihu.com/signin?next=/
https://wukong.toutiao.com
https://www.bilibili.com
https://www.acfun.cn
https://www.ixigua.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9%E5%B9%95/6278416
https://www.kuaishou.com
https://www.douyin.com/?enter=guid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D%E8%A7%86%E9%A2%91
https://m.lizhi.fm
https://musi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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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媒体运营 

新媒体运营的⽬的 

新媒体运营，是利⽤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进⾏品牌推⼴、产品营销的运营⽅式。 

通过策划品牌相关的优质、⾼度传播性的内容和线上活动，向客户⼴泛或者精准推送消息，提⾼参与度，提⾼知
名度，从⽽充分利⽤ 粉丝经济 ⑤ ，达到相应营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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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89%E4%B8%9D%E7%BB%8F%E6%B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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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部的职责主要为 

A. 矩阵建设 
如官⽹搭建、微博 / 微信 / 抖⾳ 等媒体号、管理 KOL ⑥


B. 品牌传播与内容策划 
如输出品牌传播内容、有创意的新媒体⽂案、⼩视频、热点策划等


C. 互动营销 
如粉丝运营、论坛互动、线上线下活动等


D. 媒介投放 
可能包含⼴告投放、微信朋友圈分发等


额外的，新媒体运营岗位可能还需要兼顾⼀些其他的推⼴职能，诸如 
知识问答营销 、SEO搜索引擎优化 、SEM搜索引擎营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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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9%94%AE%E6%84%8F%E8%A7%81%E9%A2%86%E8%A2%96/140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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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岗位需要的能⼒ 

新媒体运营的 终⽬的是能够为企业产⽣实际效益 

从⽬前市场上⼴⼤企业的招聘需求中可以总结出，现阶段在新媒体运营岗位的各项能⼒需求中，超过50%的企业都需
要的都会包含下述能⼒。


1. 学习能⼒ 
新媒体运营⼈员每天的⼯作就是要 跟 新东⻄打交道 ，因此根据实际的业务，需要快速学习 Photoshop ⑦ 等作图⼯
具、易企秀 等H5⻚⾯⼯具、⽹⻚编辑器、数据表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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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Adobe%20Photoshop/2297297
https://www.eqx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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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能⼒
基本的⽂案功底 是新媒体运营⼈员必备的能⼒，⽐如写⽂章时要懂得抓住眼球，好的内容能够使营销过程事半功倍。


3. 沟通能⼒ 
运营要接触的⼈⾮常多，优秀的沟通能⼒ 需要较⾼的情商，这也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来实现。


4. 推⼴能⼒ 
通常推⼴⼯作是将产品属性、⽬标⼈群、整体运营搭配起来，制定出相应的 推⼴ ⑧ 计划。推⼴要求新媒体运营⼈员的
结合 资源整合能⼒ 、联想能⼒ 以及 洞察⼒ ，呈现⼀个⽐较好的结果。


5. ⼯具的使⽤能⼒ 
诸多的新媒体平台，也存在 种类丰富的各类新媒体运营⼯具，需要 熟练使⽤⼯具 来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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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8%E5%B9%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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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典型的岗位描述 

我们来看⼀份某著名企业的新媒体运营岗位的描述和要求


岗位职责：

1. 负责本品牌产品微博、微信的新媒体运营（内容撰写、KOL的管理、粉丝增⻓）；
2. 负责新媒体热点的策划、订阅号投放内容的策划；
3. 参与品牌建设，新媒体传播项⽬的策划、内容制作和执⾏；
4. 根据品牌与产品传播策略，制造有影响⼒的新媒体传播战役；
 

岗位要求： 
1. ⾄少从事过 3 年以上新媒体⼯作，拥有互联⽹公司甲⽅经验的⼈才优先； 
2. ⽂案功底扎实，能独⽴策划选题、并且进⾏⽂案创作；
3. 极强的⽤户洞察能⼒、⽂字创作能⼒或美术设计能⼒，热爱新鲜事物，热爱互联⽹新技术； 
4. 有出⾊的沟通协调能⼒、团队管理能⼒及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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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策略 

企业新媒体运营策略与布局 

新媒体营销策略与布局之前，⾸先需要明确：新媒体运营只是众多营销⼿段的⼀种 。在当下流量⼤、较为⽕热，但也
不能神话它。


我们需要认清新媒体运营的本质，围绕整体的营销⽬标，并结合⾃身特点和发展战略，针对不同新媒体平台平台特性作

出合理布局。


“例如 社交平台、在线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 等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平台在 话题传播⼴泛度、消费者讨

论参与度、内容信息呈现深度、种草拔草转化效率等⽅⾯都各具优势 ，因⽽根据所制定的营销策略特征，来挑
选出对应的各类型平台融合各平台优势以强化营销实现效果，将成为新媒体营销的发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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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 平台特点 内容传播特征 主营销形式

新浪微博 微博
内容扩散性强，媒体属性强，泛娱乐吃

⽠群众多

⽤户参与互动率⾼，易形成⼆次传

播、 实现话题打造话题讨论
话题讨论

微信 即时通讯
熟⼈关系链社交属性强，以接收⽇常社

交信息与通过公众号深度了解信息为主

对于平台的⽂章和⻓图，⽤户易通过
转发、朋友圈分享等形式内容向熟⼈
间的传播

⽂章⻓图

抖⾳ 短视频

泛娱乐内容属性强，信息表达层次丰

富，传播⼒度强，⽤户以⽇常休闲为主

需求

平台拍摄感泛娱乐，容易在⽤户间形
成传播和记忆点

短视频推荐与测评

快⼿ 短视频
内容以⽣活化与泛娱乐化为主，⽇常休

闲需求⽤户多

平台KOL与粉丝间信任感强，易引导
⽤户喜好与⾏为

短视频推荐与测评

B站 聚合视频
视频弹幕沟通氛围强，泛娱乐年轻⽤户

多

视频涵盖内容信息丰富，借助UP主粉
丝效应，向⽤户深层传递内容

视频推荐与测评

⼩红书 内容电商
消费属性突出，⽤户具有较强的购物需

求

平台在具有花式种草内容分享属性的
基础上，布局消费属性，使种草到拔
草间的转化更为⾼效

商品种草、拔草与
消费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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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常⻅的新媒体平台举例：


★ 微信公众号
微信作为⽬前国内最⼤的社交媒体，也是企业新媒体营销布局的 重中之重 ，平台影响⼒巨⼤。通常微信公众号有下⾯
⼏种价值：


① 信息传播价值 
在当前的环境下，企业公众号⼀定程度上在社交环境下上 替代了PC时代的企业官⽹ 。消费者需要某种官⽅消息时，关

注官⽅公众号 是最有效⽅便的途径。


② 功能服务价值 
公众号可以利⽤ 微信⾃带的功能、以及 微信⼩程序 ，实现更多层次上的服务模块，提供更多服务价值。


③ 粉丝归属价值 
传统的⽹站与⽤户之间没有 链接桥梁。⽽公众号与粉丝之间，则可以通过 推⽂、互动消息 等进⾏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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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 
经过调查发现，很多企业的微博后台经常收到各种⽤户的反馈或投诉。其实⽤户把企业微博当成⼀个 公开的客服 了。
因此，维护好微博账号 也是⼀种很好的和⽤户链接的⼿段。 

★ 抖⾳ 
抖⾳作为短视频平台，采⽤的是 算法分发 的逻辑。所以如果⽣产视频内容的标签符合⽤户兴趣，就可以获得⼤量曝
光。因此要产品中找到⼤众⽤户的兴趣点，并基于此 进⾏内容创作 。

★ ⼩红书 
互联⽹时代信息爆炸，⽤户难免产⽣选择困难，这就是⼩红书这类 “ 种草 ⑨ ” 平台的价值所在。当⽤户在品牌A和B中
纠结的时候，如果众多 KOL 推荐某⼀家，这将在很⼤程度上影响到⽤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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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营销SaaS新媒体运营实操 

下⾯我们从新媒体的⼀种类型：⾃媒体账号举例，简单介绍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作，怎么利⽤LTD营销SaaS⾃带的
媒体链接功能来进⾏新媒体运营操作


1. 申请媒体号
假定我们第⼀步选择了最常⻅的抖⾳和微信公众号作为开始。

我们可以登录 微信公众号后台 与 抖⾳后台 申请⼀个媒体号，并完成 企业认证 

14

营销SaaS

LTD营销S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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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体号绑定 
公众号申请完毕以后，通过 官微中⼼ “ 媒体 > 媒体号管理 ” 进⾏媒体号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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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i.ltd.com/user/#/home
https://wei.ltd.com/user/#/media/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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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内容 
针对要发布题材，准备⼀些内容以及对应的标题，存⼊官微中⼼ “内容 > ⽂章 或是 视频 等 ” ，可 批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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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i.ltd.com/user/#/article/index
https://wei.ltd.com/user/#/article/duansh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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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发内容 

编辑好的内容，根据类型不同，可以通过官微中⼼ “ 内容 > 分发 ( 在每条内容的编辑旁边 ) ” 键发布到对应的媒体平台

⽐如⽂章内容：


1.选择分发；

2.选择分发渠道刚才绑定的公众号； 

3.点击确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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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视频内容：


1.选择分发；

2.选择分发渠道刚才绑定的抖⾳号； 

3.点击确定分发；

同时这些内容也可以在官⽹上同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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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查看 

发布成功以后，官微中⼼会 定期汇总每篇内容的阅读与播放数据 ，可以通过 “ 媒体 > 媒体数据 ” 进⾏查看。也可以通
过 “ 媒体 > 媒体内容 ” 对内容的播放量/阅读量，可以有针对性地进⾏内容和题材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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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i.ltd.com/user/#/media/content
https://wei.ltd.com/user/#/media/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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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提⾼指南 

对于企业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岗位⽽⾔，除了已经具备的 ⾏业知识、基本的运营技能 ，平时的 ⼤量实践与不断试错

外，也需要在以下⼀些⽅⾯进⾏有针对性的能⼒提⾼：


• 营销思维 

⼀个合格的新媒体运营者需要具有⼀定的 营销思维 ⑩ ，包括但不限于学习营销 基础理论 ：⽐如营销学、消费者⼼理
等专业学科知识；如何说服⽤户购买、如何包装产品、策划活动、如何讲故事、吸引⽤户参与活动等等。


• 共情能⼒ 

营销活动都是围绕着⽤户需求展开的 。
所有要撰写的产品⽂案、营销内容、策划的活动与推⼴策略等都要站在⽤户的⽴场上去考虑问题。


如果不懂⽤户的需求和痛点，就⽆法写出说服⽤户购买的⽂案，也写不出⽤户有强烈意愿分享的营销内容，也策划不出

吸引⽤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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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9%94%80%E6%80%9D%E7%BB%B4/3989875


Part 6  新媒体运营⼈提⾼指南 写给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指南

• 运营策划能⼒

制定 营销⽅案 ⑪ 时，从获客到购买的整个流程，都不是⼀蹴⽽就的。


需要根据营销⽬标和⽤户购买路径，对营销过程做⼀个 全局的策划和规划 。这需要运营⼈员有很强的运营策划能⼒，
以及在策划能⼒背后的整体的新媒体运营思维。


• 内容创作能⼒ 

在新媒体营销的过程中⾥，内容是 重要的部分之⼀ 。


传统的⼴告直接推销产品⽅式、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已经很难直接吸引⽤户购买了。⼤家更喜欢看有故事情节、有热

点、或者接地⽓的营销内容，也更加喜欢更多元的宣传形式。


所以对于新媒体运营来说，新媒体运营的⼯作不再是和⽂字打交道，⽽需要懂得如何制作短视频、⾳频等诸多媒体形

式，懂得如何策划线上和线下活动等来吸引⽬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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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9%94%80%E6%96%B9%E6%A1%88/3990724


Part 6  新媒体运营⼈提⾼指南 写给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指南

• 社群运营能⼒ 

社群 指的是⼀群由相互关系的⼈形成的⽹络，是基于关系链的产物。⽐如：某驴友俱乐部微信群、某读书QQ群等。


这种能够聚集志同道合的⼈，⼈与⼈之间有交叉关系的情感连接，能够维持⼀定的时间周期。


近期研究发现，微信群、QQ群等社群的影响⼒，要远超过其他渠道的影响⼒，⽤社群来沉淀⽤户可以带来更⾼质量的
转化。因此 社群的运营能⼒，也成为新媒体运营⼀项必要技能 。


• 数据分析能⼒ 

增⻓运营指的是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横向运⽤各种运营技能，借助活动、内容、渠道、SEO等⽅式，增加转化。


但是与其他运营⼯作区别的是，增⻓运营是 以数据驱动营销 ，这也是未来运营的⼀个发展⽅向，因为随着流量池的不
断扩⼤，我们⽆法再依赖平时的运营经验或者⽤户访谈，只能依赖强⼤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来做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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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名词解释 写给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指南

名词解释 

① 订阅号 

订阅号，为媒体和个⼈提供⼀种新的信息传播⽅式，构建与读者之间更好地沟通与管理模式，主要功能是在微信侧给⽤

户传达资讯；（功能类似报纸杂志，提供新闻信息或娱乐趣事）


② 服务号

服务号，为企业和组织提供更强⼤的业务服务与⽤户管理能⼒，主要偏向服务类交互。


③ 弹幕

弹幕，⽹络⽤语中指的是在⽹络上观看视频时弹出的评论性字幕。


④ 短视频

短视频即短⽚视频，是⼀种互联⽹内容传播⽅式，⼀般是在互联⽹新媒体上传播的时⻓在5分钟以内的视频。


⑤ 粉丝经济

粉丝经济泛指架构在粉丝和被关注者关系之上的经营性创收⾏为，是⼀种通过提升⽤户黏性并以⼝碑营销形式获取经济

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商业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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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2%E9%98%85%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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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名词解释 写给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指南

⑥ KOL

关键意⻅领袖（ Key Opinion Leader,简称 KOL ）是营销学上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拥有更多、更准确的产品信息，
且为相关群体所接受或信任，并对该群体的购买⾏为有较⼤影响⼒的⼈。


⑦ Photoshop

Adobe Photoshop，简称 “ PS ” ，是由Adobe Systems开发和发⾏的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 主要处理以像素所构
成的数字图像。


⑧ 推⼴

推⼴，换句话就是做⼴告。


⑨ 种草

种草，⽹络流⾏语，指专⻔给别⼈推荐好货以诱⼈购买的⾏为。


⑩ 营销思维

营销思维是指通过换位思考，从营销⻆度想法去看待⼀个问题，营销思维就是运⽤营销理念去做服务营销对象的事情。


⑪ 营销⽅案

营销⽅案（Marketing program）是⼀个以销售为⽬的的计划，指在市场销售和服务之前，为了达到预期的销售⽬标⽽
进⾏的各种销售促进活动的整体性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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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9%94%AE%E6%84%8F%E8%A7%81%E9%A2%86%E8%A2%96/140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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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9%94%80%E6%96%B9%E6%A1%88/39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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