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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成本活动涨粉套路 (活动涨粉篇）



为什么做了活动，粉丝量还上不去？

频繁推送内容

公众号提供的价值不能满足需要 排版混乱，阅读体验差



涨粉活动前—— 公众号定位

我是谁？
（公众号定位）

我的内容给谁看？
（目标人群定位）

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价值？
（服务定位）



确定活动形式

1.话题营销

2.事件营销

3.热点营销

短期营销活动
（传播周期短）

1.新人注册送奖品

2.初次使用产品免费/半价

3.老带新双方费用减免

4.进群送好礼

长期常规化活动

1.助力活动

2.抽奖活动

3.投票活动

4.砍价/拼团活动

5游戏营销

6.裂变营销（工具：凡科公众号

助手；如赠送资料，需X人转发

后可获得）

6大活动涨粉方式

明确用户群体，了解用户心理特性再去策划活动



正确激励用户参与活动

内在激励
（好玩、自我实现）

外在激励（物质、金钱) 
奖品类别：实物类、现金类、优惠
券类、卡券类、积分类



放大活动价值

1.建立活动资源群

2.老客户回访 3.持续开拓新的宣传渠道

4.公开活动复盘



读书郎 涨粉案例

主办单位：读书郎

采用游戏：接力跑挑战赛（助力活动）

活动时间：2019. 4. 17——4. 24

活动亮点：

1. 页面精美，游戏中穿插产品图及产品亮点

2. 以自家产品电话手表为头等奖，高价值头

等奖+ 低价值次等奖的奖品打法

3. 开启“强制关注”及“公众号兑奖”，涨

粉效果倍增

4. 在活动说明中，提示客户可邀请好友帮忙

接力，加大活动传播力
浏览人数：58026；参与人数：11265； 分享人数：5927

涨粉，引导使用产品



二、
6月活动攻略及营销建议（热点营销篇）
（1） 6月营销建议

（2）爆款活动是如何炼成的



6月热点营销建议

宜：话题征集：追忆童年；带孩子进

店消费打6.1折/赠送零食，特惠儿童

套餐61元，消费满60元，加1元可换

购好礼，“晒童年照”领取礼物

6.1 儿童节
宜：普及端午习俗知识，

6.7 端午节/高考

宜：看球酒水套餐、足球小

游戏、集球星卡(集卡营销）

6.14亲吻情人节

6.2 欧洲冠军联赛
6.16 父亲节

6.18 京东购物节

宜：情侣进店消费赠送玫

瑰花一支，餐厅可举办免

费拍照活动等

宜：年中优惠促销，

限时折扣、  满赠、送

礼、抽奖等

宜：“爸王餐”活动，健身

行业可开展父亲节办卡打折

优惠，男士单品/套装促销、

送礼等多种形式的折扣等



六 一 游 戏 推 荐

暴露年龄de测试
(答题类）

疯狂过山车
（动作类）

谁还不是个宝宝！
（抽奖活动）

六一欢乐嘉年华
（抽奖活动）



六 一 活 动 建 议

宜：带孩子进店消费打6.1折/赠送零食，回忆童年
味道，特惠儿童套餐等
游戏模板推荐：商业促销类、抽奖活动、投票活动

营销活动Tips：
1.线上场景：产品/品牌宣传、促进消费
a. 使用拼团/砍价/秒杀进行课程促销
b. 举办“晒童年照”投票活动

2.线下场景：提升销量、门店引流
a. 线下服装业推出亲子装促销活动
b. 消费满60元，加一元可换购好礼
c. 身着卡通人偶互动
d.教育行业可开展六一文化艺术展进行现场展览

关键词：儿童、孩子、六一、童心

学而思拼团活动案例 游戏：暴露年龄de测试



端 午 节 游 戏 推 荐

粽子哪里跑
（手速类）

接力龙舟赛
（手速类）

答端午十问,识传统佳话
（答题类）

端午节刮大奖
（抽奖活动）



端 午 节 活 动 建 议

宜：普及端午习俗知识、促销、买赠等
游戏模板推荐：游戏营销、答题活动、助力活动等

营销活动Tips：
1.线上场景：产品/品牌宣传、促进消费
a. 话题营销：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b. 资源互换，联合品牌举办活动，赠送粽子消费券

2.线下场景：提升销量、门店引流
a. 餐饮行业开展端午节促销买一赠一活动（赠送粽子）
b. 消费满指定金额，可赠送粽子X个
c. 蛋糕/亲子：组织线下制作粽子活动

关键词：端午、粽子、龙舟

游戏：好礼接“粽”而来 游戏：粽子哪里跑



父 亲 节 游 戏 推 荐

我的超人爸爸
（跳跃类）

集暖心好礼送父亲
（助力活动）

我的保护神爸爸
（动作类）

父亲节幸运大抽奖
（抽奖活动）



父 亲 节 活 动 建 议

宜：男士单品/套装促销等

游戏模板推荐：投票活动、助力活动、商业促销类等

营销活动Tips：
1.线上场景：产品/品牌宣传、促进消费
a. 品牌进行父亲节海报营销
b. 快餐行业可在这天，为点外卖的人送一份暖心父亲
节祝福语纸条
c. 开设父亲节孝心卡活动，持卡消费打 X 折

2.线下场景：门店引流、提升转化
a. 餐饮行业可推出父子/父女/爸王餐等优惠套餐
b. 到店顾客“晒晒我和爸的合影"可参加抽奖
c. 节日当天带爸爸到店消费，赠送父亲节伴手礼

关键词：父亲、父爱、爸爸

游戏：我的超人爸爸 游戏：父亲节幸运大抽奖



（2）
爆款活动是如何炼成的



儿童节品牌传播投票活动案例

主办单位：中原银行

采用游戏：萌宝投票

活动时间：2018.6. 7——2018.6. 13

活动亮点：

1. 根据线上投票、线下评分的综合成绩，公布

最终得分结果

2. 奖品丰富，写明奖品价值。特等奖1名，一

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引导参

与者发布朋友圈及群聊

3. 自定义设置分享游戏内容文案

4. 开启3秒广告页，加大品牌影响力
浏览人数：132479；参与人数：52035； 分享人数：3114

品牌传播，促进消费



端午节员工回馈活动案例

主办单位：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采用游戏：集粽子过端午（助力活动）

活动亮点：

1. 活动说明处提示仅限阿特斯员工可获得，及

开启“中奖后填写联系信息”，由于中奖后需

填工号，一定程度上限制外人参与

2.奖品丰富，高价值头等奖iPhone 8+孝心奖

父母体检套餐，引导员工自传播

3. 推广方式为朋友与群聊，活动出乎意料引爆

8万多浏览量，至今仍在持续增长

浏览人数：86905；参与人数：27535； 分享人数：11839

员工回馈、品牌传播



618 线下引流活动案例

主办单位：新世界百货&其他宠物店联合举办

采用游戏：萌宠争霸赛（投票活动）

活动时间：2018.6. 7——2018.6. 14

活动亮点：

1. 页面明亮吸晴，植入品牌logo

2. 自定义设置分享内容设置

3. 获奖者自行前往新世界百货颁奖典礼

4. 奖品为2000元萌宠大礼包，价值较高，驱

动用户传播

不足：可清晰写明价值2000萌宠大礼包内含

什么礼品
浏览人数：43608；参与人数：50； 分享人数：268

线下引流，粉丝促活



三、
如何将活动粉丝成功转化（粉丝转化篇）
（1）常见的转化思维误区

（2）粉丝转化七部曲



思考：你的粉丝为什么无法转化？

40%
60%

20%

1. 用户不信任新品牌

2.产品太新，用户不能理解

3.用户体验差



常见的转化思维误区

高流量=高转化

误区一 误区二

只关心总体转化率

误区三

转化率的提升=用户
体验的改善



粉丝转化七部曲

定位用户 吸引关注 产生兴趣 激发需求 运营互动
线上or线下

转化

01 02 03 04 05 06

产品的核心用
户是谁？他们
使用的动机和
成本是什么？

分享传播

06

粉丝关注后能
得到什么？
（1）好玩
（2）有用：优
质内容
（3）有利：定
期小福利



详析粉丝转化七部曲

粉丝不信任新品牌，

如何提高转化率？

粉丝不理解新产品，
如何提高转化率？5.运营互动



粉丝不信任新品牌，如何提高转化率？

建立品牌认知

1. 建立信任背书
名人/公司/数据/用户评价/案例背书、权威（权威认证

机构、品牌故事、检测报告）、热销截图等

2. 优质内容
了解粉丝的属性，再去产出内容



粉丝不信任新品牌，如何提高转化率？

建立品牌认知

3. 品牌广告
（1）打造特色栏目，定期邀请粉丝参与内容产出

（2）利用权威媒体/、打造品牌势能

4. 在线客服



粉丝不理解新产品，如何提高转化率？

1.免费试用  2.用户进群 3. 活动运营
（定期开展活动） 

4.引导添加客户
个人号沟通
 

塑造参与感



凡科互动

白银版898/年，铂金版1198/年，买二年送二年

任意创建活动，持续享受VIP服务

10分钟创建活动，一键发布使用

活动期间随意修改活动设置

新三板上市公司保障，7*24小时安全监控

传统定制

5000-50000

一次性使用，每次付费只能定制一款活动

需不断与技术人员沟通，耗时2-3个月

每次修改需联系乙方，处理周期长

皮包公司多，安全风险大，维护要收费

价格实惠、即建即用、持续服务、灵活修改、安全可靠



免费创建更666的互动游戏、
获取新功能通知 及 游戏营销玩法

（凡科互动官网可在线咨询客服）
http：//hd.fkw.com

关注公众号，回复“201906”,
免费获取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