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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短视频也在近些年以疯狂的速度崛起,可谓是风起云
涌。身处在如今的大众网络信息时代中,在网络视频等资源上出现了“拥堵”和“入围”现象,抖音短视
频凭靠雄厚资本以及独具一格的风格,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位,受到了大量用户的追捧。本文主要从它的
营销传播研究、网络营销策略、网络营销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这几个方面分析,使抖音 APP 有更好
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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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and smartphones, short videos have risen at a crazy
speed in recent years. In today's public network information era, there has been "congestion" and "shortlisted" in
network video and other resources. TikTok short video, with strong capital and unique style, occupies a place in
the market, and has been sought after by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from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twork marketing strategy, network marke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making TikTok APP 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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