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品牌名称：吉列

◆ 所属行业：男士理容

◆ 执行时间：2021.07.20-08.31

◆ 参选类别：娱乐营销类-视听内容合作

Z世代种草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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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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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复 制 以 下 链 接 ， 粘 贴 到 新 浏 览 器 页 面 里 观 看 视 频

1、吉列×胖雪人 为爱发电！1条预算配3支广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64y1e7gz?spm_id_from=333.999.0.0

2、吉列×不是的的是nono 瑶明组合！渣都不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64y1a7ag?spm_id_from=333.999.0.0

3、吉列×无敌皮皮鸟 峡谷刀客收获千万好评的秘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y4y1V74H?spm_id_from=333.999.0.0

4、吉列×芦苇十三少 师徒4人拯救胡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b4y1672f?spm_id_from=333.999.0.0

5、吉列×水一大魔王 行走峡谷一把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A411w7yR?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64y1e7gz?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64y1a7ag?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y4y1V74H?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b4y1672f?spm_id_from=333.999.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A411w7yR?spm_id_from=333.999.0.0


HIT 3

背景与目标

全球专业男士理容品牌，手动剃须品类第 王者！

1901年创立至今
120年专注于男士理容

占据手动市场绝大份额
品类绝对领导地位

5000万+消费者
深度圈粉18-35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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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目标

80/90后已成定势，抢占00后才是品牌生意增长点!

从第 ! 成为下一个第 ！

圈粉Z世代的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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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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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00后
14-21岁年轻少男

正青春正娱乐
娱乐分子满嘴骚话

口味挑剔喜新厌旧

爱看视频却免疫广告
……

数据来源：Mob研究院

00后心中的实力派『 85、95、00后』兴趣圈层-增长TOP5

游戏大咖：一诺

数码大咖：何同学

游戏大咖：Fly

搞笑大咖：小潮院长

00后娱乐行为现状

空气炸锅

Kindle

瑜伽垫

00后的消费观念超前
喜新厌旧是他们的常态

对新鲜好玩的事物毫无抵抗力
数据来源：德勤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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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挑战

120岁“高龄”的剃须刀……

如何与00后愉快玩耍？让他们觉得

新鲜 好玩 想用



HIT

和Z世代一起做“梗”直BOY！

8

网生土著! 骚话玩梗! 
互为同好! 讨厌说教!

从熟人社交! 到圈层社交! 
确认过圈层! 才是对的人!

喜欢你 ≠ 一定选你!
玩梗鬼才! 我Buy的品牌!

交友

交心

交易

当圈层筑起高墙……

玩梗营销
进入00后好友列表的

心灵密钥
麦当劳B站首秀！

辣鸡？！

龙 吟 芬 达
低 调 奢 华

“前方高能！非战斗人员请迅速撤离！”
“awsl”“律师函警告” “你号没了”
“你在想桃子”“禁止套娃”“失踪人口回归”

手工耿

手工区

力元君

搞笑区

自来卷三木

影视区

饮茶哥

生活区 鬼畜区

枪弹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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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Z世代一起驻扎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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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生梗的培养皿! 属于年轻人的CC梗V!

哔哩哔哩CEO陈睿：
每2个年轻人，就有1个上B站！

AG梦泪

36.08%

21.46%

31.24%

8.72%

2.47%

“来个小明，我无敌”

“把瑶给我禁了”

王者荣耀听安

“以雷霆，击碎黑暗！”

“花果山高级会议开始！”

是一只鱼啦

“我不是鱼”

“我选夏洛特”



HIT

以梗
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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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策略

产品玩梗
Z世代

用户玩梗

IP骚话玩梗! 注入人气! 

UP主智造趣梗! 内容圈粉!

国民IP王者荣耀，丰富二创新鲜内容
覆盖泛ACGN用户，00后尤其活跃

聚集最具原创内容的达人
活跃不同圈层，深耕各自爱好

刮痧专业户

芜湖起飞

无限王者团

峡谷糙男大赏

顺风局
企业级教学

瑶明组合

…….

峡谷下族

极限下饭

瓜熟

三点几嘞
前方高能

下次一定 B站有房 整活……

阿三解说 一只白色QVQ 厌世小孤影 指法芬芳张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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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小云刀
云感亲肤如行云李白

无惧痘痘肌萌新也能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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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话玩梗为产品注入灵魂! 让Z世代 !为梗埋单

锋骚操作派！刮胡不刮痧！
萌新小云刀，让剑仙直呼内行！

……

新鲜

好玩

想用

刀中贴心小棉袄！
一顿操作痘挺好！

剑仙温柔一刀!
下巴剃添型道!

安心剃净！
有手就行！

萌新好用到落泪!
顺爽舒服得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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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话玩梗为产品注入灵魂! 让Z世代 !

锋狂输出派！下巴无盲区！
王者顺锋刀，5连绝世带你飞！新鲜

好玩

想用

专治大胡渣！
刮胡不刮痧！

站撸打出成吨输出!
无情剃净王者峡谷!

王者顺锋刀！
开局即锋神！

“渣”男克星！
渣都不剩！

……

后羿引力盒
5层剃净如射手后羿

强力输出剃遍王者峡谷

为梗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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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圈层立方多维爆梗! 

让Z世代 !为梗三连

圈层共振

圈层渗透

圈层种草

热榜专业UP撬动细分圈层
不同圈层交叉实现饱和覆盖

专属玩梗形式GET人群喜爱
撬动用户为梗三连

视频情节围绕产品骚话玩梗
撬动用户为梗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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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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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游戏名UP骚话玩梗：无胡起飞！吉列加BUFF！
娱乐风暴眼空降游戏圈层！13

通过骚话玩梗，将产品顺爽剃验强绑定游戏高光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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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举例 – 人气大UP深度玩梗，用游戏实战讲故事！

为梗三连 为梗埋单

行走峡谷一把刀！
唯独这把刀让我上了一百多星！

称霸峡谷的兵器，我用一把刮胡刀！
你扛得住我队友的输出，但扛不住我的小云刀！

面对敌方五人切C如喝水！
队友说我人形剃须刀！

游戏里加实力BUFF！
卫生间里加舒适BUFF！
吉列小云刀让水一直呼：

好舒服~真想全身长毛全身刮！

不管怎么剃胡子朋友都说水一宅男
一换吉列小云刀，朋友直呼帅哥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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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举例 - 人气大UP深度玩梗，下饭操作秀卖点！

为梗三连 为梗埋单

没有吉列小云刀实力加持后
撸sir再现祖传下饭操作，呈现视觉国宴

王者最骚暗号“开饭了”！
吉列小云刀的出现竟让峡谷断粮！

Get吉列小云刀新招数
重现烫嘴式解说

把王者荣耀玩成声控游戏

名场面频现，UP主出现返祖现象。
原因竟是吉列无胡起飞，顺滑BUFF不断！

李师傅推出江湖进军商业圈
化身小云刀代言人！
只刮胡！不刮痧！



HIT 18

大个性UP主智造趣梗，产品卖点花式洗礼！
爆梗雷阵雨深度拓圈！10

爸爸满嘴硬茬！麻烦剃净下巴！
点赞吉列引力盒！硬茬也不怕！

哥哥青春痘痘肌！不敢刮胡是怂P！
来吧吉列小云刀！有痘也能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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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痘也能刮，干净不留渣！
新手级友好，连猕猴桃都刮不伤！

有毛的便宜，没毛的贵！
想和猕猴桃一样身价翻倍！

天猫和吉列客报暗号“猕猴桃”！
让吉列带你无胡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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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举例 – 人气大UP硬核整活！花式配音打广告！

为梗三连 为梗埋单

“顺滑剃验，怎么突然就买不起了”
甲方至爱管弦乐，尽显顺滑剃验！

谁知让人直呼：矿泉水广告内味太冲！！

“吉列老粉激情力荐！一开口就为爱发电”
产品对年轻人真的很友好！

UP主打造电视推销广告，电音配乐激情带货！

“模特不够，猕猴桃凑”
从有毛变无毛，手动王者吉列，
让猕猴桃身价翻倍！无胡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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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举例 – 人气大UP下饭整活！峡谷爆笑小品种草产品！

为梗三连 为梗埋单

“峡谷版欢乐喜剧人”
各路电竞豪杰齐聚王者峡谷
下饭操作各领风骚简直离谱 “萌新第一把！选贴心小棉袄”

云感剃验，贴心如同李氏刀法，
那不叫刮痧，叫不愿让你受伤！

“矛盾文学！峡谷种草骚话王”
安全并不代表不激净！

有痘也能刮，干净不留渣！
如峡谷下饭刀客收获千万好评！

“围观劳模李师傅！将敌方越刮越勇！”
李白一顿下饭操作，

让没有胡子的程咬金，笑容更自信了！

“峡谷刀客收获千万好评的秘密！”
万万没想到！你以为的刮痧专业户！
竟是峡谷刀客集体变身专业湿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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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举例 – 人气大UP趣味整活！用英雄CP讲脱口秀！

为梗三连 为梗埋单

“挂件辅助联动，渣都不剩”
挂件辅助深刻贯彻“渣都不剩”的中心思想，

上路下路和中路，躺遍峡谷每一处。

“鼠来宝种草，听完整挺好”
UP主鼠来宝技能点全满

开启产品种草新姿势，为视频注入灵魂！

“感动B站十大模特——猕猴桃”
最帅男模猕猴桃再度出山

为成就UP主广告大业又一次英勇献身！

让对面渣都不剩需要靠镜这样一个好队友，
就像剃须想要渣都不剩，需要吉列小云刀这个好队友！

队友全都无胡起飞了，可我的血条就剩点渣了
那......剩点渣怎么办？

李白联名小云刀，刮四下就一个大招



HIT

大平台分区！ 兴趣圈层！ 人气UP主联合共创！

视频内容累计影响粉丝 ！

其中：

1. 视频平均长达 分钟，粉丝完播量高达 ！

2. 至少 条内容上线1小时即登上热榜，持续占位 天！

3. 基本实现合作UP主商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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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与反馈

*以短视频30秒完播做对比，播放量相当于 ！

实战

鬼畜 动画

配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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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与反馈

粉丝口味虽挑！广告作品却收获至上好评：这广告，我BUY！

带来天猫搜索转化提升 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