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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小店项目解析以及目前抖音上还能做的赚钱项目

分享时间：2021.11.21

分享嘉宾：坏坏（嗨推创始人，10 年淘客，电商司机主要做私域电商、淘客

以及直播带货，目前通过抖音达人分发日涨公众号粉丝 10 万，品牌代播日销售

100 万+）

一、抖音小店还能不能做？

小店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遍了，他一定是有门槛的，而这个门槛比做团长

的门槛高多了，有些人如果你适合条件有团队去干抖店你的赚的一定是多的。反过

来讲，你个人搞一个小店还忽悠你搞店群，你死的比谁都惨。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亏

点钱去搞抖音小店的话，你最好不要在那瞎折腾。

对于小白没建议干啥都不行，因为小白干啥死亡率都高，小白最主要的工作就

是好好上班，上班的同时多学点，就这一点，个人都没什么机会的。我为什么说你

要是做抖音招商团长，你至少得有俩人去做，去找达人，你指望着自己一家独大，

一人牛逼是不行的。

我给大家算一个抖音小店它具体需要花多少钱以及你做成的成功率是多少，算

完之后大家脑子里面绝对一片清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想不开去做抖音小店？

做小店的成本来算一下，保证金 2000 起，其次上来需要 S单，S单一单我们

就算最便宜的 5块钱，一般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要 S 500 单起，每月可能 500 单

起，这就是 2500。

如果每天有 10 个人下单，一单的价格是 50 块钱，10 个人下单，你这有 50

单，你就一天的交易额至少是 500，然后一般情况下你没有自己的供应链，所以你

需要垫款 15 天的货款，那就一天 500×15，就是 7500，你要垫 7500，如果订单量

是 100 单的话，那就是 15 天你要垫资是 75,000，而且中间你要保证不能被抓，如

果 S单被抓 2000 保证金被扣，然后这个资金可能还有风险，你这个钱可能还会被

冻结。

如果说想做好抖音小店没有准备个 10 万左右的现金，难度就相当高，你的成

功几率就非常小，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成本。当然了做抖音小店你要是靠自己难度

非常大，为什么他的回复要及时，他需要一个团队，你不能指望着说全部都自己回

复。



客服微信 97276 玩转抖音流量与变现，就到嗨推！

2

评分差的话，你就没有自然流量，你就只能纯靠 S单，但是这个东西是毒药，

你是会上瘾的，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再刷你也没有流量，你也没有订单，最终你的

死法有三种，其中一种死法就是饿死，就是你刷了很多钱压住了，最后你没有钱，

因为钱拿不到手里，你都在垫货。如果你的上家因为给你发的货，发的产品比较垃

圾，导致你的评分下降，你被上家骗了的话，你就更完蛋了，对你损失就更大。

第二种死法：被骗，第三种死法：钱被扣，资金被扣。最基本的保证金、S单

成本，而且抖音小店目前的规则每周一变，每周变化一次，所以你就会像吸毒一

样，每周都在去学，但是你的学习能力又跟不上，你就是一个个人，你的团队人员

又少，你只靠自己。有别人给你撑着，你可能死的还没那么惨，但是反过来讲，如

果你这个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干，就是不行。

而且做小店的人都不愿意做小店了，只要做过一次小店，他已经对小店深恶痛

疾，已经非常的烦了，每天都在研究，但是你发现你永远研究不到，为什么？第

一，很多进来的人都不是专业的，不是原来干过电商的。第二，你所面临的变化是

非常大的。第三变化你跟不上，你一个星期赚的钱还不够一次的罚款。

有人讲那我搞多个店，我一个店一天赚 50，我搞 100 个店不就一天赚 5000？

问题是你一个店都搞不好，你去搞几个店只会把之前赚的钱全部赔进去。而且大前

天抖音都已经发布了规则了，禁止进行重复铺货。

所以再强调一下，做抖音小店如果没有自己的货，货不是你的，是上家发，所

以上家怎么骗你，你就怎么骗底下的人，你就会死。第二流量玩法你不懂，所以你

会过度依赖 S单，第二种死法，。第三种死法，罚款死，你的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变

化的速度。第四种在这种过程当中，你根本就经受不住，每天可能都做不到及时回

复，你货还没搞清楚的人家来咨询了，咨询完之后他还不买，为什么？因为你服务

跟不上，价格跟不上。更何况在做小店过程中，你还得依赖于别人的软件拼命上

货，软件不能控，人员不能控，货不能控，资金不能控，连你自己及时回复都做不

到。

所以你看看那些做淘宝的、做天猫的，他跑到了抖音上。抖音是有流量，但是

流量不归你，人家流量从哪来？从主播那来，从自然分发那来，从自然入口那来，

你没有一个优势，所以才会导致死法不同。

所以你想清楚这个东西自己能干，能承受得起，那你就干，这时候你就不用任

何犹豫了，只要看更多的关于抖音小店怎么玩的，把后台的所有规则玩法完整的过

一遍，每天看一条。不然的话你不了解规则，你在抖音小店的这条成长的路上就是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

不管别人做的多牛逼，不管那些搞抖音小店的说这个东西多牛逼多赚钱，跟你

没有半毛钱关系，别人的团队、别人的玩法、别人的供应链跟你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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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在抖音上还能干的一些赚钱项目。

给你们列出 10 个抖音上能赚钱的项目，这都是别人投票过的。

1、抖音知识付费

2、账号代运营

3、小店代运营

4、账号交易，这个账号一般情况下利润比例是 30%以上

5、书单号，类似小店报白这样的一些赚信息差价的项目

6、短视频分发或者说直播分发，这里偏向于导流，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导流

7、小店 s单

8、个人 IP 打造和商业化变现

9、MCN 机构签约以及孵化主播

10、抖音招商团长

11、直播设备以及虚拟直播相关的服务，

12、店播或者说品牌自播

那么赚钱的项目第一个是抖音知识付费，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目前在抖音知识

付费费上有人一个月能够赚 500 万现金以上，赚的少了一个月赚个几百块还是有的。

比如说卖资料的。

然后代运营也是好坏参半，但是这两种都是适合团队去干的。但是小店代运营

是割品牌方韭菜的，大家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账号交易，它的利润能够在 30%以上，因为它是看人下菜的，如果这个人

不懂，他可能报价就比较高，如果这人懂的话报价可能就会低一点。比如一个粉丝

卖得贵的，可能一个粉丝就卖 1毛 2，卖得便宜的现在也是 5分，但直到这个价格

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卖的贵也就 7分，而卖的便宜就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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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价格是区别很大的，现在大家都提倡说抖音粉丝不值钱，为什么这个

粉丝会更高？我给大家两个原因，第一，前两天抖音发布了一个通知，说抖音的粉

丝增长达到上限，说抖音的增长现在已经乏力了，已经没有增之前增长那么快了，

说明了抖音的增长空间在降低。之前粉丝低是因为大家获取粉丝不容易，那么接下

来粉粉丝增加会比较慢，会进入内卷，每个人该关注的抖音号基本上已经关注了，

所以你再想让自己的粉丝号大批量的增长肯定会难，所以这里的粉丝价格只会高不

会降低的，那么这个账号交易肯定会赚钱。

我知道有一个团队他们三个人去做账号交易，每个月卖出去的账号粉丝量在

2000 万以上，三个人干的，当然每个月他人家又赚个几十万，人家轻轻松松的。

接下来告诉大家有几个项目能干：知识付费、书单号、账号交易，能干。

短视频分发，门槛更高，一般人干不了；小店 s单一般人干不了；个人 IP 变

现 95%的人都干不了；MCN 机构 80%人都干不了；招商团长 95%的团队都能干；直播

设备虚拟 IP 90%的团队都能干；店播 90%的人干不了。

刚才讲到的 12 个在抖音上能够赚钱的项目，实际在抖音能够赚钱的项目远远

不止这 12 种，至少得有 20 种以上，但是这 12 种项目玩法的比例是很高的。

这些赚钱项目里面，最适合团队去赚钱的第一是抖音招商团长，第二是书单号，

团队干这两个项目相对来说是最保守的，风险比较低的。

适合个人干的项目，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卖个软件、卖个视频教程，教别

人怎么样去搭建自己的绿幕直播间。所以 12 个项目里面适合干的其实只有这一个

直播设备，卖直播设备以及干书单号，或者说卖虚拟直播间，它的利润相对来说最

高，风险最低，其他的那么多的项目里面没有，如果你的团队执行力不是特别强，

没有一个适合干的，所以那么多的项目里面得筛选，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你。

现在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别人在这上面去玩的案例，最简单的这种案例，最傻逼

的方式，也能够在抖音上去干书单号以及做账号交易的事情。

抖音搜索：超级笑星闯地球，看看这里面什么信息都有，有 800 万粉丝，然后

我们看人家是怎么赚钱的，大家可以随便点一个的合集，合集就是把一个小品或者

一个视频，然后剪辑成 n个片段，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集没有广告，第二集没有广

告，第三集开始加入广告，这种方式能不能赚钱？有没有流量？

人家的号每个月卖产品的佣金比例都在百万级，就这么简单，人家的内容从哪

里来？其实就是把热门的影视综艺全部剪下来就干这个东西，一个小品一个专辑、

一个综艺一个专辑，就这么干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人家还可以做矩阵，不管是搞什么孝心会，玩法会、超级会、

德云会，基本上都可以把所有的流量的话放在上面来去干这个事情。如果说他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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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品还可以的话，接下来他会怎么做？他会给自己的一条带货的视频投一条类似

于抖加随心推来进行付费砸出来。为什么他能砸出来流量，他就把付费砸给自己的

粉丝。

刚才这种书单的这种拆解任何人都能干，0粉都能干，而且很多人去剪电影，

为什么去剪那种电影的视频？就是因为这种电影的视频他能干，而且人家不会只做

一个号，是做很多个号，人家不仅卖货，而且还卖粉，把一个粉丝吸引到微信上，

一个粉丝是 6毛钱，你就这么干的。

刚才给大家梳理了在抖音上那么多的赚钱方式，适合个人干的项目是特别少

的，但是反过来讲适合个人干的项目团队都能干，所以我才说个人没前途，因为个

人能干的团队都能干，而团队不管是人力资金玩法等都比个人好。所以大家不管什

么样的情况，你能抱团的就抱团，能找一两个小弟帮你一起干的，你就最好合作，

千万不要想着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干，也不要想着自己就是万能。

抓鱼账号一个是卖书的吗？不是，抓鱼的变现方式有很多，主要靠卖号，他卖

号的粉丝成本大概是 8分钱，卖一个号 60 万粉丝，你算一下他一个号卖多少钱，

他们一个月的话能产出接近 500 万粉丝，一个月产出 500 万粉丝，一个粉丝卖 8

分，他一个月他们这个团队每个月做这样的娱乐矩阵，能做 500 万粉丝。他们不止

这一个号，还有很多这样的号，可以去研究一下。

哪些人要这种号？我告诉你非常多，做中老年产品的就喜欢这种号，凡是喜欢

去看这里号的一般年龄都稍微偏大，所以他用年龄偏大的人家就卖中老年产品，比

如说现在天气冷了，北方天气很冷，他就卖男装中老年皮夹克，然后再卖一些中老

年保暖的产品，所以人家买了号之后就把所有的信息全部更改了，这是第一种方

式。

第二种方式就把人导流到自己的 v上去，然后去干就可以了。

拆解一下刚才人家在抖音上做这种搞粉丝的号，人家的赚钱模式和具体的流

程和玩法。

为什么别人要做那种特别傻瓜的视频，让你看起来越傻瓜的视频，结果为什么

人家还赚钱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是觉得脑子上过不去的，就觉得为什么人家把我当

sha 子，他还能赚到钱。而我为什么一个聪明人，我在抖音上就只能花钱亏钱，这

种的话是很多人理解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及别人的赚钱链路到底是怎

么样的？

但是适合你的方式其实可能是很少，所以现在我们先来讲，我们先来讲适合团

队干的两个项目的这种玩法，傻瓜式都是粉，傻瓜粉他们是怎么赚钱的？人家的链

路其实非常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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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起号特别简单，靠的就是这种有噱头的视频，有噱头视频这种就是争议

视频，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争议视频，就是越是争议视频他才能越来带来流量，而这

种争议视频完播率数据效果都很好，所以他们这种账号的话是能够得到流量的。

第二，涨粉，它的涨粉的用户人群画像，基本上 60%以上是 40 岁以上用户人

群，所以人家用这种号卖的是中老年产品，人家就用这种东西来卖中老年产品，结

果人家卖中老年产品还是非常好，就只卖中老年都非常 ok。

第三，他们的变现方式，这种变现方式有两种主要的。一种的话是直接卖号，

它的卖号根据粉丝的活跃度和轻重的活跃度不一样，所以每个粉丝基本上是卖 8分

钱也有 5分钱的。卖 5~8 分钱，因为他的号粉丝精准度不高，但是活跃度很高，所

以他能卖 8分钱，他每个月能够平均产出 500 万粉丝以上，团队是有 4个人，偶尔

加上他亲戚偶尔是有 5个人，每个月的话假设是 500 万粉丝，每个月就能产出，40

万，它的成本是 5万以内，所以团队的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搞到 10 万左右，,每个人

可以搞到 10 万左右，这是第一种方式变现方式。

卖号第二种变现方式，他们会把保留会导流到微信，然后去卖暴利产品，他把

导流凡是能够导流到地球号上去的，主要有两类人群，第一类是把这个东西当真的

人认为你好厉害，觉得你是真的能够抓到鱼，这是第一类人群。

第二类人群是同行，如果他真的相信就会卖他们推荐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枸杞

对、海参、一些养生的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单价一般是在 300 300 以上，利润基本

上都在 70%，卖暴利产品和卖假货的。

所以这种一定在心里有个底，如果你的爸妈喜欢刷这样的视频，就得小心一

点，跟早期的时候别人利用某多多去进行诈骗，那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心里脑子里

面一定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有个数，所以这个这个方式清楚了。

从另外一点上来讲，玩法里面从玩法体验来讲，其实它不存在说不存在说这种

方式存在什么高端低端或者说你看不上，因为不管你能不能看得上人家都很赚钱，

就是不管你能不能看得上人家都很赚钱，所以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说一个叫适合团队干的项目，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招商团长，我们正在干

招商团长，现在我们做这个东西大概是 6个人，1个月总的销售额能够在 5000 万

以上，有 3%的利润，然后可复制性强，其实就是中介。

就是中介帮中介推，一是中介卖家，抖音小店的卖家，另外一方面是抖音的达

人，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达人，帮助卖家找达人，帮助达人找卖家，帮助卖家找达人，

帮他们进行带货，帮助达人去找好的产品。

所以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赚的是什么？我们的 6个人都在干啥？6个人都在每

天找达人，每天每个人能找 50 个达人，50 个达人里面可能会有 5~6 个人，甚至

3~5 个人愿意帮忙带货，我们就这样坚持做了三个月了，现在做了三个月了，好一

个月是 5000 万 3%的利润，这就是 150 万，去掉成本什么之类的，还剩 100 左右。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适合团队呢？我们从几个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项目适合团队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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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为什么说它是个团队，第一它这个东西积累性强，积累性它是越做越

好，越来越好，它是越来越好虽然你做的越来越多，你的商家会越来越多，达人会

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收入只会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越来越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不容易归零？不容易归零，如果说而且这

个是正规的，他不像你搞一个小店你还要补单，你搞就违规的，就相对比较容易

挂。所以活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不容易归零。

我们这里做的是中介，是链接达人和卖家，但这时候你实际在做的时候，不管

是搞定了卖家，还是搞定了达人都可以，其中你搞定一个就可以了。如果你搞定了

卖家，可以由我来做你的二级团长，你搞定了好的卖家，我来做你的二级团长，我

来帮你的卖家来去找什么？来去找更多的达人，这时候要求是咱俩服务费对半也是

可以的。

这时候假如是你们有好的产品，咱俩对半可以不？我看有多少人有这种格局，

说为什么我搞的产品我要给你进行分钱？

如果你搞定的是达人，你就做我的二级团长。如果你是我的达人对吧，你找的

达人多，但是我的达人少，你就帮我来进行分发，咱俩依旧我也给你分一半服务

费，这个逻辑非常简单，现在的难点在于哪里呢？

难点在于：

第一个，好品牌不好找，如果你能牵到一个好品牌，你可以躺赚。

第二个达人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他最终靠的是服务，达人最终靠的是服务赚

钱，你对达人越好，达人越来越相信你，所以他愿意帮你进行带货，你不要然后就

像来聊了一次之后，或者说你觉得不行，然后你就不理别人了，这种的话肯定是不

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这里面存在一些难点。

第三个，很多人没有团队连一个人都没有，他去找的达人数量有限，去找的达

人数量有限，所以这时候也会是个难点，但实际上这三个难点都不是事儿，为什

么？

1、好的品牌不好找，所以你可以去专心专攻达人。

2、达人最终拼的是服务，但是服务是用心就能达成的，你只要愿意用心，我

相信人家是能够愿意帮你干活的，是愿意配合的，毕竟你本质你的本意是要给别人

进行带货赚钱，所以这也能搞对，顶多需要一个完整的 sop 流程，如何去进行做服

务而已。

3、达人的数量，其实达人数量这个点，比如说通过小店邀约工具，一个小店

邀约工具。

一个小店邀约工具一天可以邀约 2000 个以上达人，2000 个以上达人预计通过

的大概在 60~100 个左右，你每天也在增加，第二个点答案数量是可以堆人，人来

进行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的团队里面至少有两个人的话，这个事就好干了。

至少有两个人的话这个事就好干了，因为每个人每天搞 100 个，那一天下来的话就

能搞，每天每人每天搞 50 个，一天下来就能搞 1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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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联系嗨推珊珊客服，了解更多抖音招商团长玩法！

比如说现在也有些人在分发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在卖护膝，有些人他找到

达人，我们也可以帮他的达人来快递呼吸这个产品，比如说我卖的护膝 20 万销量

了，如果你有合适的达人愿意卖护膝，我也可以把这个产品发给他。

卖了之后我们赚了服务费，咱俩一人一半，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反过来再讲，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达人朋友愿意去带后期达人，卖货赚佣金，你赚服

务费咱俩一人一半，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

这个事情它是能够积累的，所以目前我们主要干这个，对样品费用谁出，我们

样品不用出钱，我们给别人寄样品不要钱，你还寄样品还要达人出钱，什么格局？

就是没有格局，刚才还在讲到服务，如果你没有格局怎么去做服务呢？

例如我见过他要进面包，他的面包是黑麦面包，然后我跟他说他这个品牌很牛

逼，好多品牌好多大主播包括罗永浩他们都带了，我说你可以给这个地址寄个样

品，他说我们的样品的话因为价值比较高，他第一是需要看我们的粉丝的号的，他

说你没有大号必须是 100 万粉丝以上的，他才让带，第二是如果你的粉丝没有 100

万以上，请交 50 块钱的样品费用，我直接就把他拉黑了，这种人不需要跟他继续

聊了。

你意思是比如二级团长的话谁出样品，如果是做我们的二级团长也不要出样品

费，如果是做我们的二级团长也不用出样品费，你只要告诉我们账号，只要告诉我

们哪个号联系人是不是靠谱就可以了。

当然反过来讲的话，你一个 5000 粉丝的达人都没有，你就想薅我的羊毛，肯

定不愿意的。

做二级团长的话，比如说考虑说我愿意做二级，但是我们也不是谁二级，我们

都要为什么二级也要不靠谱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被一个人坑过，比如

说他说坏哥你护膝能不能我来做一下。我说可以，然后结果他怎么做呢？我们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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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本来是没有加热功能的，他去跟主播说我们护膝有加热功能，然后主播就在直播

间疯狂的喊我们的护膝是有加热功能，那天有 1000 多单，然后也退款了 1000 多

单，我们还被那些给投诉了，这种就是坑。

我和他再强调了说我们这个护膝是没有加热功能的，他为了自己能够卖的更

多，他就宣传护膝有加热功能，现在退款单导致我们的小店数据都低了，所以做二

级的话一定是懂得整套玩法，懂得整个逻辑，你才知道怎么样跟卖家沟通。

而且这是在做企业服务，你的面对的对象都不是个人，你面对的都是一些公司、

企业，甚至是一个老板，如果这时候你要是骗他们，或者说你冒充我们的名义来骗

他们不就把我们给坑了吗？所以我们选的基本上都是嗨推的老学员，这样的相对来

说彼此有信任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现在搞招商团长的骗子也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好多骗样品的对吧？有好多骗样

品的，还有一些冒充大号的，比如说随便给你截个图说这个号是他们自己的，其实

这个号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给的样品地址给到他自己家去了，他就是薅我们羊

毛把货寄到他自己家去，因为达人他根本就不认识，所以这里面我们也被骗了好多

次，就是我们也被骗了好多次。

我再说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干抖音招商团长？

第一，有过电商互联网经验的，不管是干过客服、干过运营、干过淘客相关的

都可以，如果干过卖家更好了。

第二，有过带团队经验的，哪怕就俩人也可以。

第三，听话照做执行力强的。

具备以上这三个条件，你就是未来的抖音招生团长的苗子。

所以这个东西本质上考量的都是你的服务能力。服务跟得上，其他的都好办，如果

你服务跟不上卖家跳槽对吧？卖家可以不找你，达人也可以不找你，所以你就不赚

钱了，所以本质上这是个服务行业知道吗？这是个服务行业，这是个服务行业，所

以大家代码这个东西给想清楚啊啊对不对？好现在到了二级一个人能干吗？二级我

们也不建议一个人干，二级我们也不建议一个人干，这个干二级没有实力，你就一

个人做我们的二级，你达人一个都找不了也是不行的，我即使把你拉进来也没有效

果。

所以我们肯定是优胜劣汰，我们选择优秀的人，反过来讲你在这个里面你就做

的比较弱，我们肯定也不愿意的。

更多抖音玩法可关注抖音号：嗨推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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