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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个人的自媒差异

打造企业、品牌形象

企业自媒体 个人自媒体

打造个人品牌

个人粉丝企业用户

核心主旨

面向人群

内容表达 不可太随意 表达更自主和自由

本门课程主要介绍企业自媒体在百家号做内容运营的选题技巧

内容目标 实现商业价值 实现个人满足

如企业知名度、用户量、产品售出 如个人知名度、代言、带货

百家号是由百度专为内容创作者打造，集内容创作、发布和变现于一体的互联网平台。百度APP、百度搜索等分发渠道影响亿万级用户。



选题是什么

传统媒体

新媒体

选题是出版社( 或期刊社 )对于准备出版（或发表）的图书（或作品）的

一种设想和构思，是编辑工作的基础。

选题是自媒体发表在数字媒介平台上内容的主题思想，是内容创作的前提。

而「企业自媒体」的选题，基于商业价值实现的目标，为新媒体选题赋予了新的意义。

完全没有商业价值的内容都是耍流氓



选题的重要性

选题

规划
内容

策划

创意

策划

素材

匹配

编辑

优化
内容

传播

内容运营六大核心要素

.

如果选题规划充分完成了（1），则后续的内容、创意、编辑、传播等均有非常大的意义；如果选题规划没做或没做好

（0），则后续的所有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选题的相关人群范围天然决定了内容阅读量的上限。

1 . X X X X X

0 . X X X X X

选择决定努力



内容选题为广告主带来的收益

爆款选题

高收益

普通选题

低收益

强弱



1 选题爆款基因

2 选题实战解法

CONTENTS

目录

3 选题全路径总结



PART 01

选题爆款基因



先来看一个例子

作者目标与号定位

机构作者，主营汽车养护类产品

百家号内容以汽车养护专业知识为主

目标客群

有车或有购车需求一族，且对汽车

保养有知识及复购需求人群

两篇选题差异

用户更关注经常会遇到的用车问题。

左图为机油相关问题（日常）、右图为车窗升降问题（偶发）



机器分发及用户认可度高的两篇内容

案例来源：百家号「星车坊小沈」

为什么这两篇内容阅读量可达50万、甚至80万？这些选题有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选定了这样的选题？



我们从用户视角来看一下

汽车保养

变速箱油

汽车保养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爆款内容选题公式

内容阅读量 =        选题相关人群 *                 打开率

百家号内容

分发路径

选题是否具备普适性

选题是否具备差异化角度

选题是否具备话题性、时效性

用户阅读一轮推荐
收藏/评论/点

赞/分享……
二轮推荐

基于一轮推荐效果

的二度流量调配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内容标签和用户

标签匹配展现

符合号

本身定位

选题是否触动用户痛点

选题是否匹配受众兴趣

标题、物料是否吸引用户

+

决定分发量



PART 02

选题实战解法



选题前的两项准备

了解受众了解自己

通过明确自身帐号定位及

内容运营目标，找到适合

自己的选题行业类别

通过分析企业/品牌受众特

点、需求及痛点，找到与

用户良好沟通的选题

+

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选题类别 找到与用户沟通切实有效的选题



选题前的准备-了解自己

找准帐号定位及目标

通过内容的生产及分发，积累对商业品牌或产品感兴趣甚至忠诚的垂直用户，在对品牌

无负向影响的情况下，通过内容实现商业变现。
内容商业化

用内容

并自愿为之买单

让用户喜欢你的品牌及产品

吸引行业用户主动关注你

翻译一下
（说人话就是）

明确内容定位与范畴

比如：企业是家装行业，那帐号定位就可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家装知识帐号，目标即在此品牌及此百家号上建立品牌认知与转化。



选题前的准备-了解受众

了解你的用户

用户画像 用户需求 媒介特征

参考百度指数、百度观星盘及相关报告对受

众与媒体进行分析评估，作为内容选题方向

依据。

找到匹配的内容选题方向

巧用工具看用户

通过分析自身品牌沉淀用户资产，挖掘出消

费者年龄、地域、爱好、家庭情况等共性特

征作为参考。

自有数据看用户

+



了解受众-巧用工具查画像 百度指数、百度观星盘分析人群画像

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 观星盘：https://cdp.baidu.com/static/#/login

以家装为例，90后跃升为家装主力人群，互联网家装女性用户持续增多赶超半数，近6成

以上的用户受过高等教育；从地域上来看北京、江苏、上海三地的需求量最高。

http://index.baidu.com/
https://cdp.baidu.com/static/


了解受众-巧用工具查需求 百度指数、百度观星盘分析需求与媒介

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

以家装为例，用户更关注家装设计、效果图、家居装饰、室内装修等信息，

同时关注二手手表、美食、住房保障等信息。

观星盘：https://cdp.baidu.com/static/#/login

家装用户也同时喜欢阅读健康养生、时事等资讯，且在搜索媒体路径中，从百家号

进入的占比最高，达43%。故可选择百家号作为内容运营主阵地。

http://index.baidu.com/
https://cdp.baidu.com/static/


选题三种方法：1主2辅 业务选题为主要用户沟通内容，热点与跨界选题传播增粉

业务

热点 跨界

品牌、产品

业务、行业

热点追随

热点预知

上下游拓展

跨界联合

20% + 70%+ + 10%-

企业自媒体选题是为商业价值服务的，内容是载体，转化是目的。

企业的品牌及业务为主要内容构成，建议占比70%以上，行文及转化植入可以软性与自然，或通过配置组件挂载的方式来形成自主

转化，同时配合热点、跨界内容吸引粉丝聚集并建立粉丝信任，建议两类内容占比不高于30%。

企业内容题材库



选题方法1-业务选题

业务关键字提炼

以品牌/产品/业务/行业类内容为主要选题，以品牌宣传、产品认知传递

为主要目标，进而直接形成转化。
业务选题

实战方法

竞品选题借鉴

将企业的品牌、产品、业务、行业核心关

键词提取出来，使用百度的「关键词推荐

工具」找到用户关注度高的检索词，即可

完成一个业务选题库。

观察行业大V及竞品的爆款选题，符合帐

号定位的，直接借鉴进行测试，机器推荐

效果好则可持续拓展使用，推荐效果差则

更换选题继续测试。

* 如有内容可持续生产多篇，可考虑在做选题规划时做「系列性选题」，并需注意保持选题风格的一致性



某在线英语教育客户：

采用业务关键字及竞品借鉴方法，内容阅读量从篇均20上涨至5000+，且产出一篇爆款内容阅读量达9w+，且小程序组件挂载带来的转化量也持续上涨。

业务选题客户案例

业务关键字+竞品借鉴+名人



品牌美誉、品牌人设

品牌故事、品牌理念

品牌定位、明星代言

产品价值、亮点

差异化优势、

解决的消费者问题

品牌心智 价值优势 功能详解 使用姿势 售后服务 好评如潮

型号、外观、设计

工艺、结构、材质

成分、功能、原理

课程、知识

使用条件、使用方法

使用体验/感受

使用步骤/过程

使用场景、辅助材料

售后渠道、常见问题

售后流程、收费标准

耗材配件、注意事项

维护保养方法

品牌口碑、产品评测

用户好评、权威奖项

公司荣誉

业务选题库

建立自己的业务选题库



品牌美誉、品牌人设、品牌故事、品牌理念、品牌定位、明星代言

品牌心智

业务选题-业务关键词提取方向及示例



业务选题-业务关键词提取方向及示例

产品价值、亮点、差异化优势、解决的消费者问题

价值优势



业务选题-业务关键词提取方向及示例

功能详解

型号、外观、设计、工艺、结构、材质、成分、功能、原理、课程、知识



业务选题-业务关键词提取方向及示例

使用姿势

使用条件、使用方法、使用体验/感受、使用步骤/过程、使用场景、辅助材料



业务选题-业务关键词提取方向及示例

售后服务

售后渠道、常见问题、售后流程、收费标准、耗材配件、注意事项、维护保养方法



业务选题-业务关键词提取方向及示例

好评如潮

品牌口碑、产品评测、用户好评、权威奖项、公司荣誉



业务关键词参考工具 百家号-关键词指数

百家号-关键词指数：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rc/hotSpotNumber?aside=0&footer=0&hotword

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rc/hotSpotNumber?aside=0&footer=0&hotword


竞品借鉴 帐号查找方法一：百家号聚合

竞品借鉴爆款选题

百度app内查找百家号作者路径：（右侧gif图）

1、检索行业或竞品关键词，如『家装』；2、切换搜索框下方tab至『用户』频道；

3、可上下翻页查找所需要的百家号。



百家榜：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bjh-activity/bjRank

竞品借鉴 帐号查找方法二：百家号-百家榜（作者榜+内容榜）

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bjh-activity/bjRank


百家号-热点中心：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rc/topicalEvents

竞品借鉴 帐号查找方法三：百家号-热点中心

看行业找热度，作为选题借鉴

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rc/topicalEvents


选题方法2-热点选题

热点选题 借助热点自带的用户关注度，提升内容的阅读率上限

注意热点时效性（一般前3小时为黄金时段，

事件3天内为热度期）

同时注意避免过度消费引起用户抵触心理，

导致帐号或信息屏蔽。

选题提取：热点关键词+内容定位+用户痛点/需求

热点追随 热点预知+

注意热点甄别，要与帐号定位相符

例如：甲醛超标事件+家装+装修的安全性，可以作为一个热点选题



热点选题-热点追随

热点追随 实时关注热榜工具，热点选题快人一步

百度搜索风云榜：http://top.baidu.com 百度知道日报：https://zhidao.baidu.com/daily/

百度搜索风云榜：实时热点、今日热点、风云时讯、娱乐、人物等各类网络热点。 百度知道日报：精选、发现等多类问答网络热点。

http://top.baidu.com/
https://zhidao.baidu.com/daily/


热点选题-热点预知

热点预知 参考并制作热点日历，热点提前知，选题早筹备

热点日历分类：

法定节假日：如春节、元旦、中秋等

特殊意义日：如情人节、七夕节、圣诞节、万圣节、各类纪

念日等

二十四节气：如立春、春分、芒种、清明等

商业节：如618、818、双11、双12等

此外，还可以参考演艺明星生日、体育赛事、各行业大会、

IP电视剧上映等

如刘德华60岁生日（ 2021年9月27日），完全可以提前预知

百度2020年节点概览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节点 好运中国年 情人节 女神节 购车节 母婴节/520
高考季/618电

商节
出行季 暑期沸点 美酒节/房产节 国潮 电商节 百度沸点



选题方法3-跨界选题

根据受众兴趣延展选题
结合用户画像及兴趣分析，挖掘对应圈层的兴趣联合选题

如供应链上下游、跨品牌、跨品类内容选题，如奶茶用户也对蛋糕感兴趣、家装客户对健康比较关注等

大白兔携手气味图书馆围绕“来点孩子气”主题，推出快乐童

年香氛系列套装，自带回忆杀，唤醒童年记忆。

RIO联合英雄墨水结合年轻人日常生活场景，借助“肚里有墨水，

敬你是英雄”传递品牌新主张。



90后跃升为家装主力人群，占比38%

互联网家装女性用户持续增多，占比52%

单身人群和已婚无孩人群装修比例上升

近七成用户受过高等教育，三成用户月收入超过1万元

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68%，三、四线城市占比25%

毛坯房装修比例下降，旧房/二手房翻新、局部改造比例增加

七成用户装修预算超过10万，预算在20万以上的占比15%

简约、欧式、现代、中式风格排名靠前…

用户画像及用户需求

数据来源：北京商报、齐家网、艾媒咨询《2019中国互联网家装用户趋势报告》

品牌和业务题材

用户痛点

需求不清
环节多，流程长
专业知识复杂难懂

选择障碍
信息多、不透明

体验不佳
“一锤子买卖”

经常被坑

跨界题材

如房产行业，关注房产
行业用户下一步必然会
关注家装
家装潜在客户尤其关注
健康，家装与健康知识
结合也很有效

家装行业与热点话题的关
联和影响，如当前疫情对
家装的影响，无法出门看
房，在家看房VR实景看房
等成为追捧，紧扣当前热
点给用户一些指导

热点题材

按装修服务所涉及的几大模块梳理：

设计 材料 施工 价格 售后

综合

选题综合案例：家装行业选题方法示例



1. 展示型：实景案例、VR实景看房、3D（平面）效果图、

在建工地、工艺展示、材料展示等

2. 人物故事：人物专访（设计师、家装顾问、高层、项目经

理、工人师傅等）、装修日记、业主故事、业主晒家等

3. 知识型：户型解析、家装课堂、装修百科、装修攻略、装

修问答、产品导购、买房指南、装修政策解读等

5. 第三方视角：小编探家、小编探店等

6. 品牌与业务：市场行性、公司动态、公司产品能力展示、

产品评测、家装材料的安全性、环保性等

将用户分析与品牌业务及热点结合梳理，
输出选题内容：

选题综合案例-家装行业选题示例



选题人的自我修养

数据控 储物癖 心理大师

保持一颗发现的眼睛，随时感应选题素材，定期标签化整理

建立自己的选题库

选题使用的工具库

制作选题分天日历

深入人性洞察

关注社会心理

掌握用户吸引力

坚持大V/自我选题分析

通过数据总结规律

适时测试验证效果

做一名有心人



内容运营持续学习

书籍推荐 百度内容学习平台推荐

百度百家号百家芝士（官微）



0成本选题Tips

想要0成本完成选题？

参加百家号官方主题活动！

给你命题，直接开启创作即可！



百家号热门任务（百家号管理后台）



百家号重点活动示例

活动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rc/stores/task/other/detail/655518?aside=0&footer=true

https://baijiahao.baidu.com/builder/rc/stores/task/other/detail/655518?aside=0&footer=true


PART 03

选题全路径总结



内容选题全路径总览 『 1231 』法 轻松搞定商业内容选题

两项前期准备

明确帐号定位与目标

看自己

看受众

三种选题方法

+ +
业务热点 跨界

做一个有心人

数据控 储物癖 心理大师

了解用户画像与痛点

一个爆款选题公式

内容阅读量 =       选题相关人群 *      打开率



百家号主页升级预告

• 上线预告：预计2020年4月8日开放申请通道！

• 升级点：

①增加跳链配置：品宣区可配置基木鱼托管页、活动H5、

官网等

②增加跳链及功能配置：底bar可配置基木鱼托管页、百科、

官网等跳链，同时可配置拨打电话、小程序等转化功能

百家号新主页

固定头部

品宣区：图片/文字

直播区：1个、2个及以上

关联小程序：1个或多个

内容区

底bar区

一级菜单可设置1-3个

二级菜单可设置2-5个

托管页 x 百家号 x 小程序

打造你的百度私域阵地！

更多亮点功能持续升级中！



【百度营销中心】百家号

可以关注【百度营销中心】百家号

掌握第一手百家号升级信息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