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肤泉—国际美妆抖音自播经营领航者

u 品牌名称：理肤泉

u 所属行业：美妆类

u 执行时间：2021.01至今

u 参选类别：直播营销类



背景&目标

【市场背景】

• 用户需求：后疫情口罩时代，敏感肌护肤赛道增量达到空前的增长，这对理

肤泉这类定位敏感肌护肤专研的品牌而言，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 行业趋势：电商平台站内流量触顶，众品牌亟待寻求全新渠道拓展生意增量。

【品牌背景】

• 理肤泉2000年进驻中国药店渠道，历经20多年的发展，品牌面临站内流量触

顶、渠道老化、拉新困难、生意滞缓等诸多问题。

【平台背景】

• 2021抖音直播迸发强劲势能，成为GMV和消费者资产放大器，为品牌打造电

商营销全新阵地，构建繁荣共赢的电商营销生态，助力品牌生意可持续增长。

项目背景



背景&目标

【开拓新渠道】
在市场上敏感肌赛道趋势向好之际，抓住机会为理肤泉开辟一个全新的渠道，

撬动理肤泉的生意增量。

【打造新内容】
通过抖音全新的场景营销方式，精准挖掘用户护肤痛点，讲述护肤全链路专

研内容，塑造科学安心的品牌形象。

【触达新用户】
搭建品牌与年轻人沟通的桥梁，通过年轻人喜爱的内容形式对话TA，触达更

广阔的年轻人群市场。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背景&目标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平台挑战

20年底入局，当时抖音平台未形成成熟的方法论，
关于是否直播驱动电商、达播与自播的比例分配
等问题都未能有明确的方向，品牌入局从零开始
与平台一起探索

市场挑战

市场服务环境不成熟，没有经验丰富的服务商能
够帮助品牌快速过冷启动，品牌多维度对比，
pitch了一家曾短期合作过的服务商加入

内部挑战

抖音自播对于品牌内部而言，也是毫无
经验，成立专项组与抖音团队&服务商
团队共同摸索

市场挑战

因为价格体系、渠道分销等问题，收到来
自于其他渠道的挑战，传统的利益绑定方
的质疑也挡不住客户想要通过抖音来贴近
年轻消费者的决心



洞察&策略

我们的核心洞察是什么

消费者在哪里，品牌就要在哪里

选择消费者喜爱的短视频平台抖音，用更加生动的表现形式表达品牌产品卖点，
用年轻化社交的方式和更多潜在消费者建立即时的沟通桥梁

抖音多场景营销挖掘潜在用户

理肤泉品牌针对的是敏感肌肤人群，之前与消费者的沟通遵循“你有困扰我有对
策”的逻辑，通过抖音多场景营销方式讲清楚传统平面广告无法清楚表述的【关
于病、关于药、关于药理的完整故事】，挖掘更多潜在用户；

借助市场&平台大势顺势而上

抓住敏感肌护肤市场向好趋势，抗住所有挑战与压力及时入场抖音电商，与平台
共同探索出国际美妆抖音自播，影响整个国际美妆行业在抖音的营销方式升级；



洞察&策略

我们的解决方向是什么————引领国际美妆行业迈入抖音自播2.0时代

四维共振
快速度过冷启动

全方位输出明星和头部达人

的热门视频进行预热涨粉

三优提效
探索稳定自播之路

通过「场·货·人」三个角度

优化提效进行稳定自播

三位一体
打造行业标杆

品牌阵地长效运营、双周自

播复盘以及不断创新尝试



媒介&执行

亮 点 一 ：

冷 启 动 时 间 较 短

2020年12月首播，两周冷启动尝试，

Toplive短期大曝光，提升品牌直播间知名度。

1月17日重新开启稳定日播，

积极引入商业流量，邀请外部直播代运营商主播合作，

转化能力快速提升。

亮 点 二 ：

每 天 1 8 小 时 连 播

2月4日后至春节期间稳定开播，固定每天早上7点开播且

每天连播18小时，快速提升自然流量占比。

且在除夕/初一节点，发布代言人引流视频，引入站内外

粉丝流量，进一步提升直播间转化效能。

亮 点 四 ：

商业化流量投放效率高

其中明星产品GMV占比80%以上；

竞价投放转化率高，带来70%以上GMV。

10.5w
12月场均GMV

场均GMV增长迅猛，超过行业直播间95%：

14.4w
1月场均GMV

44.8w
2.1-14日场均GMV

亮 点 三 ：

平台差异化主推爆品

根据抖音直播间
看播用户反馈

调整主推货品，提升客单价

项目亮点



媒介&执行

我们的解决策略是什么
「场·货·人」三优提效，成功开拓国际美妆自播探索之路

场
【稳定开播】

• 固定早上7点开播，每天连播18小时

【主播话术】

• 邀请经验主播坐阵，延长对爆品的讲

解时间，讲解期间用赠品/库存激发

观众互动欲望

【粉丝引流】

• 发布代言人引流视频后在直播间提及

代言人信息，积极承接粉丝流量

直播间「场」的优化 货 直播间「货」的优化 人 直播间「人」的优化

通过提高货品客单价&GPM两个关键

指标，提升直播间货品吸引力。

【直播间专享优惠】

• 设置粉丝抽奖、免单、秒杀等活动

• 优惠券、新人券、买一送多等机制

【主推爆品设置】

• 爆品占整体消耗的83%

• 整体价格带分布100-350元

【流量结构优化】

• 付费流量带来的涨粉率是自然流量的

3-5倍，看播-支付转化率是自然流量

的3-7倍。

【品牌粉丝激活】

• 直播成为抖音号增粉的最大来源

• 粉丝GMV贡献率超过行业75%直播间

• 提升粉丝归属感，客服解答式直播，

点对点回答问题，提升主播控场能力。



媒介&执行

核心指标

观看UV及观看1min率&人数上升

品牌号召力强，冷启动期间的场均UV即超过快消行业大部分直播间，成长期重点提升了1min观看

率，在春节前提升了直播间承接能力，在春节期间看播流量暴涨时保持GMV增长和稳定整体ROI。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场均观看UV 指数 (场均观看UV)

95%
观看UV&观看1min人数
双双超过行业均值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观看>1min人数 指数 (观看>1min人数)

主播内容提效策略



媒介&执行

主播内容提效策略

稳定开播

开播时间：

从不定时开播固定到早上7点开播；

开播时长：

从每天直播3-6小时稳定到每天连播18小时；

主播话术
邀请外部直播代运营机构的经验主播坐阵，

直播控场及留人能力快速提升；

延长对爆品的讲解时间，讲解期间用赠品/库

存激发观众互动欲望，如“抢到了回来扣三

遍抢到了的会优先发货”；

粉丝引流
从全民任务期间（12月31日到1月9日）无开

直播间承接粉丝流量，

到2月1日发布代言人引流视频后，每天连播

18小时左右并在直播间提及代言人信息，积

极承接粉丝流量；



媒介&执行

商品吸引力分析
核心指标

商品支付率、GPM上升

商品支付率保持上升状态，尽管直播流量大幅增加后商品点击率和客单价略下降，但商品支付率

提升保证了GMV上涨。尤其是2月3日之后，商品支付率提升1.4倍直接带来GPM的1.6倍增长。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商品支付率（闭环支付PV/商品点击PV）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GPM（购物车每千次曝光产生的GMV）

线性 (GPM（购物车每千次曝光产生的GMV）)

60-65%
商品支付率
超过行业均值

70-90%
GPM

超过行业均值



媒介&执行

货品组合策略

直播间专享优惠
抽奖流程

• 针对下单用户提示有免单的活动；

• 粉丝可参加9.9元秒杀活动；

• 中奖后引导至私信处理，提升主播讲解效率与服务质量；

优惠券设置/货品优惠

• 新人券使用，买即减11元

• 每种商品的优惠力度不同，例如面膜买多少赠多少，不仅赠同款产

品，还有其他的明星产品，赠品数量丰富

主 推 爆 品 设 置

83%
直播间3种爆品占整体消耗的

100-350
整体价格带分布（新人均有优惠券）
高客单套装多强调赠品价值及数量



媒介&执行

流量结构健康度
核心指标

自然流量占比、粉丝激活率、评论率上升

自然流量占比和场均UV同时上升，同时评论率大幅提升，虽然最高同时在线人数（PCU）和平均同时在线人

数（ACU）有下降，但春节期间通过保持高互动率更好让直播间获得流量推荐，大幅降低流量获取成本。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自然流量占比 线性 (自然流量占比)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粉丝看播激活率 线性 (粉丝看播激活率)

冷启动期
（12/14-12/27)

波动成长期
（01/17-02/02）

春节爆发期
（02/03-02/14）

评论率 线性 (评论率)

80-85%
粉丝看播激活率
超过行业均值

20-85%
粉丝看播激活率
超过行业均值



媒介&执行

粉丝激活：粉丝运营策略

提升归属感
n 客服解答式直播，点对点回答问题，主播

控场能力相对较强；

n 增加相应的带有粉丝属性或者品牌定位的

粉丝团名称；

设置专属福利
抽奖流程（引导加粉抽奖）

• 建议对粉丝福利有详细的说明，回馈粉丝是否有消费门槛等；

• 以口播的方式，持续讲解对于粉丝的回馈活动，引导关注；

• 磁贴放大，吸引消费者注意力；

优惠券（粉丝专属）

• 直播间现在只有新人优惠券，优惠券领取方式较为单一；

• 建议使用优惠券组合，设置粉丝专享优惠券，刺激加粉；



媒介&执行

【品牌阵地精细运营】
通过私域粉丝群运维、品牌旗舰店2.0装修调优、百大计划-品牌旗舰店赛道加入等形式提升主页访问率

&粉丝活跃度。

【双周复盘及时调优】
紧跟品牌自播行业高速迭代的步伐，进行双周自播复盘，分享自播玩法和经验教训，及时调整理肤泉直

播的投放及玩法。

【创新产品积极尝鲜】
积极尝鲜抖音新产品，例如品牌video live、直播高光帧产品、云图小店×货品×人群分析等，为品牌提

供全新的引流思路和直播运维工具。

长效运营·持续优化·开拓创新，三位一体打造标杆自播间



效果&反馈

12.15-12.19

品牌冷启动涨粉3W+

12.19

品牌首播日当天

GMV破百万

预热期竞价投放助力冷启动

针对护肤相关电商互动行为人群

投放明星和头部达人的热门视频进行预热涨粉

视频平均CTR4%+

专业医生+明星+达人多维角色种草
14条短视频输出，以种草/优惠/专业知识

等内容号召粉丝锁定理肤泉直播间

直播间课题化，专业皮肤医生自播间科普
全方位探讨肌肤知识，花式传授专业护肤经验

抖音电商独家爆品+超级明星单品

「抖音电商爆品」

修复B5面膜

「明星单品打造直播间最强产品矩阵」

去闭口K乳、修复B5面霜、修复喷雾

我们达成了什么效果：四维共振，快速度过品牌自播冷启动



效果&反馈

销量效果

直播间日均GMV一个月增长2倍

连续两个季度蝉联

抖音美妆品牌自播榜top10

复购目标

2倍 80% 30T
抖音品牌自播渠道拉新率大于80%

是品牌所有渠道top1

老客复购周期突破30天

复购率远高于所有其他渠道

数据来源：抖音官方 2021年1月-8月

拉新效果



效果&反馈

60天刷新国际美妆自播新增长，事半功倍打造行业自播标杆
同集团国际美妆品牌自2021年2月复用理肤泉自播方法论，品牌销量稳步提升，自播15天日销接近友商旗舰店水平。



效果&反馈

成功探索出国际美妆行业稳定自播的制胜法则

持续自播，直播间IP化运营
固定自播时间，形成直播间心智化运营

• 每次直播场均涨粉近千人次

• 坚持品牌每日自播，保持粉丝正向增长

• GMV表现与开播时长正相关，培养用户

长线看播心智

• 直播间日均GPM稳定在3000+

统一
规范

统一
调性

统一
话术

视觉刺激

自播测款，打造差异化选品

• 用直播间爆款商品带整体节奏

• 货品差异化运营，打造品牌产品最优性

价比

自然+商业流量，扩充私域粉丝

• 直播成为新增粉丝主要来源

• 短期内广告流量引流，直播前中期视频

内容运营提升自然流量

• 长线自播运营调整粉丝结构

购买主力TA：18-23岁新一&二线女性



效果&反馈

品牌方多次肯定抖音作为品牌必要生意渠道与未来发展决策

抖音的兴趣电商模式下，品牌更应该追求持续长效的
增长，而在这样的电商时代下，商家与消费者能够进
行更为直接的互动，精准传达品牌理念、沉淀用户口
碑，同时增加消费者及时反馈的频率，有助于挖掘潜
在的消费需求；

——Mary He 理肤泉品牌负责人

抖音的生态非常立体，给了品牌很多沉淀的机会，而
品牌应当追随消费者的脚步，消费者在哪里品牌就应
该在哪里，简言之，现在大量的消费者都汇聚在抖音，
那品牌势必要拥抱抖音兴趣电商，将品牌理念以及药
理知识通过抖音渠道传递给更多的用户。

——马岚
欧莱雅活性健康化妆品部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