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营销 
 

 
 

罗宾·洛根



Business Express - 强大的视频营销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与罗宾谈谈视频营销 
您好，我是罗宾洛根，我会在这里与你们谈谈视频营销。 

 

为什么要使用视频 
 

 

• 人为因素 
 

• 容易得到注意力 
 

• 客户成功转换率 
 

• 快速 
 

• 高效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看看我们作为一个教练，为什么要使

用视频。这里有一篇关于十八大视频营销统计的文章，看看

这对您的企业意味着什么。它是很好的示范，让你知道为什

么你应该在你的营销中使用视频。 
 

第一，视频是你的品牌的人性化元素。作为一个教练，你的

客户可能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可能甚至没有见过你。所以走

出去，在向人们展示你的视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货币，基本上在网上，当有人离开你的

网站之前，真的不过 4,5 秒。所以，如果你能别人在 4,5 秒

内投入你的内容，那么他们便不会离开。视频是的绝佳方式

让人们停留在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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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转换得很好- 统计数据显示，如果网站上有视频，较多访

客会填写表格并下载你的资源。 

 

它也真的很快，一个非常快速的方法来传达你的品牌给你

的潜在客户。 

效率惊人。如果你想知道你要形容的东西的字数，你可以

在简单的图像中表明，有时使用视频的速度更快。 

 
 
 

你不需要是一个电影导演 
你是不必成为一个电影导演。这些日子有这么多很棒的技术，

你可以使用 iPhone 或智能手机录制和编辑视频。你需要一些

配件，但他们真的不贵。当然，你可以去购买了所有数码摄像

机和适当的麦克风和照明套件。但在这个视频，我只是要告诉

你一个非常便宜简单的方式。 

好了，所以稍后在视频我要与你分享实际拍摄的视频。但

现在我们看看一份看上去专业的视频的主要特点。 

 
 

他们是： 

 灯光 

 声音 

 地点 

 天赋 

 内容 

 最后是您的取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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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  

好吧，让我们谈谈灯光，主要有灯光是不要只坐在窗前。令

人难以置信地有多少人只背光地坐在窗前，然后尝试拍摄视

频。但问题是，你的面会变黑，因为光照耀在你身后而不是

照耀着你。同时，你真的不想要坐在有自然光直接照耀的前

面吧。最好是光源来自侧面或光源在某处被过滤。你还可以

学习三点灯光，包括主光，补光灯和背光，但我们不打算在

这视频教导这些。如果你喜欢 Google it，那里真的有简单

的方法来做到，只需用廉价的灯光便可。 

声音  
 

好的音响比良好的采光，取景，位置等更重要，麦克风： 

 

 可以在线购买，售价 69 美元 
 

 小 
 

 无碍 
 

 可于智能手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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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音效比什么都重要。我要再说一遍，好的音效比良好的采

光，取景，位置等更重要。 

 

人们会因为视频的音效差而转身离开，但如果你的声音的质

量是好的，他们可以容忍图片质量差或光线不佳。音响是真

正值得投资。现在，我使用的是现场麦克风，这是一个小

iPhone 麦克风，可录制现场视频，我们在 ICA 做了很多遍。

您可以 69 美元在网上买。它们非常小，所以你可以随身携带。

它们的无碍，让你可以很容易夹在任何人身上，它们亦可用

在智能手机和 iPhone。所以，虽然它们有很多的音效选项，

你可以 google 他们和一些视频，稍后会再谈及。我会强烈建

议选择简单。 

 

地点 
不要选择视觉上会分散注意力或嘈杂的地方。选择一个

安静，隔绝的空间。 

 

你真的不想有视觉上分散注意力还是太吵的地方。你想选择一

个比较隔离的空间。因此，在这张图中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它

的外内都不是好的选择，如果有乐队演奏，它只会更糟。但如

果你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又需要拍摄视频的话，我会在楼梯

间备份，找到厕所，外面可能有一个小走廊，也可以走在大街

上并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门口，或者你可以坐在你的车上。汽

车是美妙的视频拍摄地点，至少可以录音，你可以之后才放上

视频，因为他们是独立的。所以，你知道你在嘈杂的餐厅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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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地毯及窗帘，噪音都是非常响亮。而如果你在很好的餐

馆，多数都会有良好品质的地毯，窗帘和家具。视频同样如此。 
 

取景  

三分法则 
 

取景是我的最爱之一。根据三分法则，你真的不能出差错。

如果你看一下屏幕，你不能看到它分为三个垂直和水平的批

次。你想要做的是在三点中的其中一点，亦是接入点之一放入

主体。 

通常是顶部，右侧或左上。眼睛的方向亦同样重要。你不想

拍摄主体的眼睛看着框架以外的地方吧。你希望他们是在框

架内。这是简单的事情，它会让您的视频变得很不同。我会

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例子。 

 

这里有另一个三分法则——看向空白空间。如果你正在制作教

育影片，这空白空间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用讲义填充它。

而这里只是用不同方向的另一个例子，但你又一次看到了他

看着框架内而不是框架外。 

内容 
 

 相关，有用和有针对性 
 

 询问你的客户 
 

 使用常问的问题 
 

 观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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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一些东西 
 

 「如何」 
 

 

你想有一个相关的有用的和有针对性的内容。现在很多人去

Google 搜寻 AdWords 关键字规划和看看他们的客户正在

寻找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更好的方法就是问你的客

户。 

 

所以，你可以通过调查或论坛，或者如果你有一个 Facebook

的社区，问他们你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价值。您可以使用支持

的问题，如果你正在运行一个教练业务，那么你有人给你邮

件询问问题。你可以把其中几个制作视频。你可以观察行为；

你可以看你的客户在 LinkedIn 或 Facebook 彼此之间讨论什

么，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些主题制作视频。如果所有都失败，

你总是可以教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所以讲授非常短的技能

或知识。最后如何, 他们是 YouTube 上最受欢迎的视频。如

何是一个好的方式来建立内容。 

 

才华 
 

 您是最好的选择？ 
 

 要诚实 
 

 要求反馈 
 

 练习 
 

 不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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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最好的选择？您是视频制作最优秀的人才？你真的需要在

这里说实话，也许这样做是要求反馈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会

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或金球奖得主，如果有人知道这演员是这

谁，请张贴在论坛，会加分的。但是，有可能你认为你是最好

的选择，我希望你是如此，那最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只需

要练习，练习，练习，不要太显著。如果是不完全对，去寻求

反馈，然后再试一次，不要担心。 

 
 
 

如何拍出专业水准的视频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拍摄专业水准的视频。第一件事我会看看

Wistia 学习页面。Wistia 是视频存储和视频播放的美妙资源。

这就像 YouTube 的私有版本。让我们去看看学习中心。他们

有很多的短片，不是那么长，总共 38 分钟。如果您想了解 3

点照明，下载 A Down And Dirty Lighting Kit 。Get Loose 

For The Camera That’s Talent, Shooting Video With An 

IPhone 是我以前观看他们的视频中的其中一段很好的影片。 

*视频播放* 
 

我会在這裡停下来，你之後可以去看看，另外有一點我忘記

了，不要拍垂直视频（竖屏）。许多人会犯这种错误。在

Facebook 上，你会看到有两个黑条在旁的视频 - 只要把你

的手机掉转并拍摄视频。继续并之后看看 - 这是一个很好的

视频，它展示了如何用 iPhone 拍摄最佳的短片。此外，选

择麦克风是很好的，然后有很多很好的视频策略，例如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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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内容，如何使您有更好的视频。然后走进视频营销。 

 

现在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使用 Wistia。我正要登录到 ICA 

Wistia 账户，要学习网站的视频，我们正在制作特快商业培训。

让我们进入建立 Weebly 网站。Wistia 伟大之处是当你上传

视频到这个平台上，你可以在这里处理所有事情。您可以使用

自定视频的外观，改变现在的小图，小图即是第一个形象。我

们可决定我们不想要这个颜色的播放按钮，我们想要粉红色

的播放按钮。我们可以改变。你可以进入社交栏，你可以用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中分享，图标在底部。 

所以，你可以完成所有，但你最好的是你可以添加一个行动呼

吁。这真的很强大。所以，你可以输入「免费试用」，然后你

可以链接到你的网站。即是当有人观看完视频，屏幕上会弹出，

如果联接... 他们点击，他们会去你的网站。增加行动呼吁是一

个很好的方式。你当然可以添加嵌入或分享您的内容。让我再

展示这点 。你去嵌入视频行动。你实际上可以借此复制代码

并贴到你的网站，并在你的网站播放视频。我发布到

YouTube 是为了保持在你的网站的访问者。而在 YouTube

上它是有点像 Facebook，人到们好容易分心，他们都去播放

其他 YouTubes 视频。您也可以随便抓一个链接，如果你想

你的链接进入你的电子邮件广告系列，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任何你喜欢的媒体放上你的链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爱 Wistia。 

接下来，我要向你展示 Ryan Spangers 的视频。莱恩是我的

一个同事，他制作了「如何」系列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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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如何优化您的 YouTube 视频，如何获得最佳的标题，你

应该添加什么样的信息到这里的秘诀，如何建立自己的

YouTube 网页，因为它仍然值得把你的视频放在 YouTube

上，因为 YouTube 是围绕最快的搜索引擎之一。 

 

第三件事我要分享的是 iPhone Video Hero。现在，有很多

快速视频指南，我们不会给你任何要花费的资源。我们确实

很努力提供免费或你可以有试用版的链接。例如，这家伙

iVideo，我会向下滚动，他谈到如何使用 iPhone 令您的视

频看上来很专业。课堂很容易理解，界面也很简单，只需 97

美元 -不需花费很多，所以我强烈建议 iVideo Hero。 

你可以观看一些关于如何有好的拍摄技巧或制作专业水准的

视频。我会给你一些链结。有很多图像素材的影片如 Getty 

images 和 iStock Photo。有一些很棒的网站，你实际上可

以购买现货视频十秒到一分钟到两分钟像火车经过隧道或飞

机着陆，或炸弹爆炸，或当事人或者是任何东西  -很实惠和

是一个好方法为让您的视频添加专业感。 

行动步骤 

采取行动 

1. 阅读和观看此单元中的培训 
 

2. 用一些设备拍摄东西 
 

3. 张贴到论坛进行反馈 
 

4.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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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阅读和观看此单元中的训练- 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

很值得看所有的训练。然后用一些设备拍摄东西-只是设备上

的一些镜头。编辑并张贴到论坛进行反馈。然后，你需要重

复和重复，并练习，我向你保证你的视频在短短几个星期将

会很好和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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