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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短视频应运而生,自2016年以来,随着4G技术的普及,短视频
平台不断涌现,其中以快手、抖音为首的短视频平台迅速吸引大量用户涌入,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加,短视
频也从最初的记录生活到产品营销。短视频已经逐步成为网络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分析短视
频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然后分析短视频营销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分析短视频对电子商务营销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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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on E-commerc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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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hort video
emerges. Since 2016,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4G technology, short video platforms springs up. Among
them, short video platforms led by Kuaishou and Douyin quickly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users, short videos also live from original record to product marketing. It 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twork marketing.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hort video, then analyzes the main ways of short video market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on e-commerc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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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为主,平时会发一些新闻,让更多
的了解我国的基本情况。再比如河南交
警,他们会通过短视频发布一些交通通
知及行车注意事项,从而让更多的人注
意行车安全。
2.2.2植入式短视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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