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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 1    视频制作经验分享 
 
Part . 2    行业案例（个人用品行业） 
 



Part . 1    视频制作经验分享 
 

剧本策划 分镜运用 组织拍摄 后期制作 



剧本策划 

剧本是视频的灵魂：与消费者沟通，从卖点展开，才有戏 

·  禁忌：短视频广告是信息流中的“异类”，应避免视频内容过硬、无趣或不易理解，而影响用户体验 

·  方向：以消费者和市场为对象展开，触达目标受众真正的痛点、痒点、好奇点，是剧本的策划方向 

·  风格：注意不要脱离广告主诉求，视频内容要直击卖点，常用风格有一下两种类型： 

·  段子型：剧情夸张，搞笑，吸引用户把视频看完  

·  叙事型：比较朴素风格呈现产品或服务的体验，给人代入感 

段子型 

环球雅思 99元冲刺班 
拿光所有厕纸，逼学姐传授考试秘笈 

叙事型 

赛普健身 教练养成记 
3个月成功转行健身教练的满足 

坏男孩APP  教你追女孩 
撩妹技巧大放送 



剧本策划案例展示： 



分镜运用 

用好镜头语言讲故事 

·  构图：如果你能画出分镜脚本，会使拍摄过程异常顺利；如果不能，这些构图要在脑子里构思清楚； 

·  控时：减少不必要的“一镜到底”，能够有效控制时长，如有些人物动作没有必要记录全过程； 

·  景别：运用景别让画面丰富起来，远景：交代场景；中景：演员的对手戏；近景：特写 

画面1：交代场景 画面2：对话道出需求点 画面3：APP图标特写 

远景 中景 近景 



分镜脚本撰写及实例 

镜 号   景 别   技 巧   画 面 内 容  解 说 词   音 乐  长 度  

 1 
平面打字 

叙事 煽情 文字和女主角自述一起出现 
即将成为目前或你已是目前的你，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故事 
整体音乐煽情 
到镜头6结束 5s  

 2 近景  静止 夫妻哄小孩睡觉 做母亲是幸福的  （音效：婴儿哭声） 2s 

3 中景 静止 
老婆哄孩子，孩子继续哭， 
老公在做检务中过来帮忙。 

做母亲是忙碌的 （音效：婴儿哭声） 2s 

4 中景 静止 老公在做家务，老婆在哄孩子 做母亲还是忙碌的 （音效：婴儿哭声） 2s 

5 中景 静止 
老婆抱着孩子做家务， 
老公也在忙着做家务 

做母亲更是忙碌的 （音效：婴儿哭声） 2s 

6 中景 静止 

整体视频风格开始变化 
（有黑白色变彩色） 

男女主看开放二胎新闻， 
男主对女主邪邪一笑， 

女主害羞表情 

女主：直到… 
男主：亲爱的~~嘿嘿嘿~~ 

整体背景音乐改变 
改至欢乐音乐 3s 

7 特写 静止 女主一脸惆怅，跟老公倾诉 女主：又要生了，怎么办怎么办  欢乐背景音乐 4s 

内容要全，才能保证拍摄顺利 
·  以某生活服务客户为例，分镜头描述拍摄内容 
·  包括景别、技巧、画面内容、台词、音乐、长度 

…… 



分镜运用案例演示 



拍摄组织 

拍摄是一个项目，做好人员、质量、进度的管理 

·  组织：现场要把导演和摄像的职责区分开，由专职摄像人员来拍摄，而不要自导自拍 

·  设备：拍摄设备使用手机和单反即可，画面调至16:9，720P以上 

·  防抖：用三脚架或手持云台保持画面稳定很重要，否者画面抖动，拍摄素材没法使用 

·  音频：同期声需要录音笔或手机录音，如果效果不佳，还需要单独配音，有时非同人配音效果更好 

·  耗时：通常拍摄工时，累计2-4小时可以完成 

专职摄像师 

画面比例 

分辨率 
稳定器 



后期制作 

落版画面的必要性 

·  消费者把视频看完，没有发现它是广告，那么广告是失败的。 

·  落版画面起到点题的作用，归纳视频体现的广告卖点。 

·  同时，落版的文案和口播要号召用户行动，促进转化 

后期软件使用 

·  对于非专业人员，爱剪辑就可以满足全部视频编辑需求， 
但是需要去减去掉片头和片尾 

·  对于专业人员，使用AE、PR做编辑和特效，用C4D、Maya
等做3D效果 

·  专业软件的视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 
压缩格式：采用H.264/AVC（MPEG-4 Part10）编码格式； 
动态码流的码率：2000kbps-5000kbps之间； 
分辨率：采用高清16:9拍摄时，帧尺寸设定为1280*720； 
帧率：25帧／秒 

可配口播文案： 

“马上报名，30天拿7分，你也可以” 



Part . 2    行业案例 

-  二手奢侈品交易平台，是个人用品行业的客户 

-  初期探索原生视频广告制作 



个人用品行业细分场景下的营销诉求 

行业细分场景和诉求 
·  个人用品的涵盖范围很广，以下4种场景为例 

场景1.  为自己购买，满足衣食住行需求 
营销诉求： 

-  体现推广产品的非同质化卖点 

-  结合优惠、试用活动等，达成促销的目的 

场景2.  为他人消费，购买礼品 
营销诉求： 

-  达成维系情感的目的 

-  表现产品的高品质，同时体现馈赠者品位 

场景3. 购买非消耗商品，欣赏和收藏 
营销诉求： 

-  体现商品的稀缺性，增值空间、及艺术价值 

-  以收藏这种理财方式做消费者教育，拓展客源 

场景4. 购买奢侈品，为提升个人形象 
营销诉求： 

-  凸显商家品牌的可信度 

-  对于二手奢侈品，诉求在于传达低价正品 



视频物料中要突出的亮点 

自用消耗品 
 

优势卖点 
 

如何使用 
 

可见使用效果 

礼品 
 

时效性 
 

情感传递 
 

高品质 

收藏品 
 

稀缺性 
 

升值空间 
 

艺术价值 
 

二手奢侈品 
 

保真 
 

价格低 
 

平台可靠 
 

绝版可购 

•  在视频表现层面，要结合推广产品特质、用户需求和视频可表现的内容选择亮点 
•  某些产品既可以自用，又可以馈赠，需要基于信息流的单元定向方式，在视频中突出不同的亮点 



心上APP | 客户背景 

•  账户名：心上8 

•  预算：30000 

•  地域：全国（除港澳台） 

客户基本信息 

•  业务：二手奢侈品交易 

•  推广产品：二手奢侈品 ，

如包、手表、首饰等 

•  卖点：正品、折扣 

业务与产品 •  客户通过投放视频 

•  以增加APP激活量 

推广目标 

•  平台人群基础大 

•  品牌知名度高 

•  品牌信服力强 

竞争优势 

•  2015年11月上线，定位于 C2B2C 的中高端闲置品交易平台，有鉴定环节作为正品保障 
•  每月保持30%以上的交易额增长，平均客单价达3000元，新客户单月复购率超过30% 
•  心上目前的品类已经拓展到时尚品、轻奢、潮牌等，未来还会涉及珠宝、贵金属等 



心上APP | 视频的人群定位 

性别 
•  该平台女性用户居多 
•  推广主体定位女性 

年龄 
•  集中于25-40岁人群 
•  主打该年龄段人群 

69% 

31% 

27% 

73% 

性别 

女 

年龄 

男 

小于24岁 

25-40岁 

心上平台的人群定位：年轻时尚女性 

视频体现正品折扣的双卖点 
时长控制在50秒以内 



心上APP | 剧本撰写思路 

基于人群定位，选择合适的场景和情节 

·  确定环境：咖啡厅的温馨环境 

·  角色选择：时尚女性 

·  剧情场景：闺蜜相约在咖啡厅见面后逛街 

·  主要道具：爆款名牌手提包 

·  主要剧情： 

见面时闺蜜发现女主买了新包，给出了高估价。女主得意告

诉闺蜜实际价格，并向闺蜜介绍了心上app，闺蜜很心动 

剧情背景 

+ + 
咖啡厅 闺蜜 名牌包 

·  正品保障： 

- 专业闲置奢饰品交易平台 
- 由专业鉴定师六道鉴定、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二次复检 

·  低价： 

     - 价格只有正品的3分之1 

·  解决痛点： 

     - 想买便宜包，又怕上当 

突出卖点 



心上APP | 视频成片及承接页面 

拍摄工具：单反相机 

后期软件：Premiere 

承接落地页，突出下载入口 
引导用户直接下载APP 



心上APP | 视频演示 



心上APP | 视频内容的选择 

前期测试不同内容的视频，通过测试选择更适合的一个 

视频略显冗长 
平台卖点不突出 

缺乏眼见为实的体验 

•  初版街边采访视频卖点不突出，转为突出“正品、折扣”双卖点的闺蜜对话场景 
•  另外即使是二手奢侈品，也需要保持高端调性，街头采访场景的观感要逊色于咖啡厅场景 

突出“正品、折扣”双卖点的闺蜜对话场景 
直观展示APP和名牌包的品质 

初期测试：采访场景 终选择：闺蜜对话场景 



视频素材优化 

字体小且颜色不突出 大字体、吸引眼球的黄色 

优化点1： 卖点文字突出 

优化前 优化后 

展示应用页轮播，产品不突出 

优化点2： 视频落版突出爆款产品 

优化前 优化后 

展示爆款包包信息，与受众拉近距离 



视频素材优化 
优化点3： 视频尾帧加入“二手交易平台”信息 

优化前 优化后 

没有再次强调二手平台 增加“闲置奢饰品二手交易平台” 
精准筛选人群，避免无效激活 

优化点4： 视频截图做入口素材 

•  开始用CPC投放效果好的素材和文案
来做前端视频展示，点击率及转化效
果均不理想 

•  后替换为视频场景截图素材，点击率
翻倍，转化量稳定，但转化成本略
高，有优化空间 

优化前 
优化后 



心上APP | 各资源位测试数据 

手百列表资源位 

CTR 2.6% 

激活成本 与CPC持平 
竖版视频资源位 

CTR 0.5% 

激活成本与CPC持平 

•  手百端，小视频点击率很低，但相比大图视频样式，转化率稳定和成本均与CPC持平，可以放量测试 
•  好看视频资源位的CTR 高，但转化成本相对过高 

好看视频资源位 

CTR 3.7% 

激活成本 高于CPC 



心上APP | 视频制作案例回顾 

拍摄前准备： 

•  和客户确定推广产品，产品卖点，梳理脚本故事架构，确定拍摄时长，撰写脚本推敲文案 

•  初期定向和页面参考了账户中以往CPC投放效果 

拍摄中： 

•  同一场景分镜头补拍、远近镜头补拍、实地录音清晰度检查 

•  保证拍摄取材一次完成 

后期剪辑： 

•  调整了字幕占比、重点文字颜色突出、动画效果，结尾处引导 

投放注意： 

•  增强视频前端创意与视频联动性，让文案及素材抓人眼球 

•  落地页设置多个明显转化按钮 



期待合作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