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科技」是一家业内领先的科技新媒体，关注科技实时热点，报道最新、最酷的生活数字产品。

热点科技平台简介



热点科技平台简介-内容创作团队成员介绍

资深主播

多次负责展会报道，

有丰富的视频拍摄经

验，曾负责大疆新品

发布直播、进博会专

访及直播主持人。

大飞

主播

有丰富的视频拍摄经

验，主持出镜的华为

P50 Pocket折叠屏手

机视频全平台播放量

达50万+。

张小妹

热点科技新闻资讯

主编

科技行业资深编辑，

多次被国际一线厂商

邀请进行首发评测。

吴海立

热点科技高级编辑

从业10年，擅长家电、

手机等领域。2021年

多次产出10万+爆文，

并多次受邀出席家电

发布会活动。

顾亭亭

热点科技执行主编

擅长手机测评及相关

资 讯 报 道 ， 负 责 的

iPhone 12 Pro与华

为Mate 40 Pro对比

视频，全网播放量达

50万+。

魏坤

热点科技主编

在科技媒体行业已十

余年，对科技、新能

源汽车、家电行业有

深入研究，也是国家

一级摄影师，多次受

邀出席重要活动。

陈嘉就

专业内容创作、运营团队，共计40余人，图文、视频内容在业内享有高口碑

团队全员



内容创作类型

热点科技做为一家专业的内容创作机构，拥有40+资深编辑团队，每天创作不同类型的视频、图文内容

场景体验 TVC

情景结合

产品展示

创意视频

趣味开箱

外观

温度检测

外观细节

开箱

应用拍摄

评测

外观鉴赏 试用

开箱

导购

产品外观 数据跑分

图赏

场景应用功能特性产品简介



荣誉回顾

热点科技在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获得新浪微博最具影响力数码机构等头部奖项。连续3年获得今日头条科技数码领域最具人气创作者称号，

科技数码领域排名第一；2020-2021年获得今日头条百大人气创作者称号，知识领域排名第十四名，科技数码领域排名第一，网易新闻2021年最具影响力奖，

2021西瓜视频“人气创作者TOP100”、2021百家号“百家榜优秀创作者”。

网易新闻2021年年度影响力创作者

微博2020最具影响力数码机构

西瓜视频2021人气创作者TOP100

今日头条2021百大人气作品获奖者

e充电商户号创作计划 新秀创作者TOP3

百家号2021年百家榜 优秀创作者



主流平台头部号

视频+图文 图文

热点科技今日头条平台荣获2019-

2021百大人气创作者

热点科技西瓜平台荣获2021西瓜

PLAY人气TOP100创作者

热点科技B站平台为 Bilibili知名科

技UP主

热点科技微博平台荣获2019、

2020年最具影响力数码机构奖

腾讯视频号

2021优质创作者

百度百家号

百家榜创作者

优质科技领域创作者

爱奇艺

数码领域优质创作者

网易号

2021年度最具影响力奖

搜狐号

数码领域优质创作者

星图榜单优质作者

大咖奖获得者

什么值得买

2021百大值友预选团

一点资讯

优质科技领域创作者



全平台覆盖

图文平台 视频平台 直播平台

…… …… ※以上为热点科技自由平台部分展示



展会报道

作为人气科技媒体，热点科技每年均会参与报道国内外各类专业展会，是CES、MWC、IFA、AWE、ChinaJoy等

知名展会的官方合作媒体，在部分展会中有独立展区，为合作伙伴提供新品介绍、高层专访、直播报道等传播合作形式



展会报道 – AWE报道案例

作为合作媒体，参与AWE2021前方报道，撰写原创文章43篇，全平台分享220篇，曝光量达310W+

最新资讯

热点报道

重磅新品

展会报道

视频报道



展会报道 – ChinaJoy报道案例

线下—热点畅玩体验区 线上—#热点畅玩#专区

作为合作媒体，参与ChinaJoy2021前方报道，4场直播总观看量1,109W+，综合文章报道曝光量15W+，专题曝光量达101W+



领袖专访

活跃于各大媒体活动，与企业领袖直接对话、专访企业领袖1000+人

专访花絮



产品评测

评测产品涵盖家电、手机、电脑、智能硬件、数码影音、智能家居等不同领域

评测图赏

评测专题



产品评测

首发

黑鲨5 Pro首发评测：虚拟偶像鲨鲨酱陪
你畅玩手游

OPPO Find X5 Pro手机首发评测，自

研NPU芯片，影像冲击高端成功了吗？

realme 真我GT Neo3 150W首发评测：

均衡表现 能游戏也能日常使用

三星Galaxy S22+首发评测：可变高刷

直屏兼顾续航打造全新水桶旗舰

首发首发 首发

闪迪至尊超极速UHS-II SD存储卡评测

连拍视频皆可轻松驾驭

松下GH6首发评测：5年磨一剑 是大家

期待的新视频神机么？

尼康Z5评测

入门全幅微单中的水桶机

尼康Z 400mm f/2.8 TC VR S体验：尼

康反击的开始



惠而浦帝王H精英版洗烘一体洗衣机评测

不止洗衣更注重健康生活

安全感十足 小米全自动智能门锁评测

TCL 98英寸IMAX Enhanced巨幕智

屏评测：把电影院搬回家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

戴森Corrale美发直发器评测：黑科技

美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戴森Digital Slim轻量无绳吸尘器评测

轻至1.5KG 家务活能更轻松

惠而浦凌度法式四门冰箱深度评测

创新零冻锁鲜，留住食材美味

产品评测

石头自清洁扫拖机器人G10S评测：满

足懒人所有想象的清洁好搭档

黑金版戴森CF06落地灯评测，近

六千元的价格我还是想说很值



轻巧设计，办公利器：

雷蛇Razer Book 13笔记本测评

微软 Surface Laptop Studio 评测：三

合一旗舰，电脑形态新突破

2022款ROG幻14笔记本测评：3A平台

下的高颜值实力派轻薄本

“十力”担当，王者再现

英特尔酷睿i9-10900K处理器首发评测

游戏人的扩展坞应该是怎样？

西部数据WD_BLACK D50给了很好的答案！

单多核开花的全能型选手

AMD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首发评测

RTX TITAN的完美替代品：iGame

GeForce RTX 3090 Ti Vulcan OC首发

评测

OLED屏幕彰显艳丽画质：

华硕无畏Pro14 酷睿版笔记本首发评测

首发 首发

产品评测

首发



iRobot扫地机器人新品上市，Roomba 

i4+体验感如何？评测来了！

首发

雅迪冠能T5电动轻便摩托车评测

TTFAR 7级增程系统 高性能骑行体验

荣泰大白联名款按摩椅评测

有实力 又有高颜值

B&W无线扬声器Formation Wedge评测

贝壳箱体中藏着什么声乐秘密

创维小湃智能摄像机体验：半价99元

还有足够全面的功能

石头T7 Pro测评：AI双摄加持！别

具慧眼的它“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

产品评测

Aqara全自动智能推拉锁D100评测

智能开锁体验的全面升级

Pico Neo 3评测：
更强大更方便更有趣的VR一体机



产品评测-单评案例

评测案例—惠普HP Spectre x360 13评测：Evo加持让轻薄本实现更多可能--总阅读量达128,361次，转发收藏回复讨论数达961条。

网易新闻推荐量达11万+，阅读量1万+，互动数123条



产品评测-横评

谁是PCIe 4.0 SSD的王中王？

WD_BLACK SN850对比三星980 PRO

主流M.2固态硬盘怎么选？

7款500G PCIe 3.0固态硬盘横评

AMD锐龙5 5600X对比Intel酷睿i7-10700K

谁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游戏处理器

iRobot、科沃斯、石头三款扫地机

同场竞技 谁最好用？

M1版MacBook对比华为MateBook X Pro：

Win10生态略胜一筹

拍照不行了？华为P50 Pro对比

三星S21 Ultra，谁更胜一筹？

AMD锐龙7 5800X对比酷睿i9-11900K：

功耗比你低还便宜，怕不怕？

VR一体机平台横评，Pico Neo 2、

NOLO X1 4K、奇遇2Pro,究竟哪款玩得住？



产品评测-中视频

一个月深度体验，索尼PS5与Xbox 

Series X谁更受青睐？

iRobot Roomba i3+扫地机器人测评

：既能自动集尘，也是毛发克星
索尼X95J电视体验：XR认知芯片加持，

体验究竟如何？

有了戴尔Precision 7560移动工作站，你

的工作就有救了！

AirPods Max对比5款主动降噪耳机 -对比评测

（苹果、索尼、Bose、华为、森海塞尔、舒尔）

2022年，花9000块钱买一台黑白显示器！疯了吗？



产品评测-短视频

哈曼卡顿-产品评测 富士拍立得创意视频 海信电视-线下打卡ChinaJoy-展会报道



产品横评-中视频案例

5款 Wi-Fi 6 路由器深度测试：哪款信号最好？谁能实现全屋覆盖？视频，总阅读量达 31.5W+次，回复讨论数达 945+条

 选择5款常用路由器进行对比评测，获得了较高的推荐量与观看，视频获得网友的认可并获得一致好评

B站：12.8W次播放量，5,781点赞，859留言

网友高频互动

今日头条：15.3W次播放量，12,506点赞，386留言 微博：3.4W次播放量，科技数码日榜40



产品图赏

热点科技旗下拥有专业的拍摄设备与团队，满足内容产出所需要的各类场景视频及照片拍摄

拍摄道具-示意实景-拍摄场景示意 主题底色-拍摄场景示意



图片样张

戴森 Lightcycle™ 台灯 东芝U盘荣泰RT1061颈部按摩仪

Apple Watch Series 5 摩摩哒mini热敷颈枕小米背包

产品图赏

根据产品的不同调性，挑选符合产品气质的模特及应用场景进行拍摄

图片、视频进行官方授权，可用在电商平台/互联网推广使用

戴森空气净化风扇

松下电视

视频样片



视频报道

专业测试——吸尘器的过滤效果 技术解析——路由器的覆盖范围 精准人群KOL产品体验

产品宣传视频 探展视频电商宣传视频

根据产品的不同需求及调性，定制不同内容及应用场景进行拍摄



直播转播

发布会直播

拥有丰富的主播资源，权威的直播平台，专业的直播设备，多样的直播形式，策划300+场直播活动

人气主播直播



现场直播

多机位、多角度取景直播、给以拉流码线上同步推送，直播包装达到电视节目的制作标准，

增加领导抬头，演示环节说明字幕，绿幕虚拟背景设计等形式，优势特点重点提炼并动态展示。

多机位，多角度取景
（发布会主舞台/体验场景）

导播台切换/流码推送

产品直播视频/文字嵌入绿幕拍摄/领导特写/虚拟背景效果 CEO抬头动态字幕



专题设计

根据品牌、产品的不同需求，进行专题页面和电商宝贝页的个性化定制设计



主题活动-CJ热点畅玩节

由热点科技举办的2021 ChinaJoy“热点畅玩节”主题活动圆满落幕，前期通过上线的“电竞游戏设备 好物推荐专题”为游戏爱好者提供全面的选购指南。同时前期

我方安排了一场线上ChinaJoy前瞻直播活动，为大家分享了参展指南并安排了展会现场热点展台的亮点爆料。而在ChinaJoy期间，热点科技联合新浪微博在展会期间举

办#热点畅玩#主题活动，关键词累计阅读量达4151.9万。现场还通过媒体报道、热点畅玩团体验、直播间（热点科技一直播、B站；ChinaJoy官方直播间等8大平台直播）

等方式大面积曝光了合作品牌形象及产品，热点科技直播累计观看量超过1,109万次。同时在ChinaJoy热点科技展位中也展示了优秀的电竞游戏设备，通过舞台互动、游

戏装备体验等各类环节，吸引了约8万玩家现场互动体验。

“媒体推荐、展会体验、KOL分享” 畅玩话题将会热点不断，参与品牌产品在微博、头条号、专业媒体、网络直播平台上拥有持续二个月的曝光

平台直播 产品展示 外场直播 舞台互动模特展示



主题活动-CJ热点畅玩节活动亮点

场内外直播全程互动

大V带你游CJ

 热点好物专题点击量1,005,216次，1篇好物推荐文章曝光量：42,482次

 热点畅玩节专题点击量达671,410次

 热点科技微博、微信、今日头条预热（包含有奖转发活动）曝光量122,374次，互动量达861次、

“热点畅玩”微博话题阅读量增加10,314,000次

 热点科技CJ现场直播间4场直播累计观看数： 11,092,414次

 热点科技综合文章报道曝光量：150,475次、综合视频曝光量：211,928次

 1篇舒尔品牌独立图文报道（含全平台）曝光量：51,010次、5家媒体转载曝光量：50,000次

 热点畅玩团即时分享曝光量: 8,500次



主题活动-五星奖年度优秀产品技术评选

 奖项涉及家电、IT硬件、摄影、数字娱乐、汽车等多个领域；

 五星奖评选将线上（专题、获奖文章、导购/深度讲解评测文章、视频）多维整合传播；

 年度风云奖将植入编辑寄语（针对产品特点）可用于电商平台-产品内容介绍尾部，为品牌证言；

行业内具有颠覆性技术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

在产品形态、功能、应用等方面别具一格的产品

在同类的同级别产品中，性能表现最出色的产品

拥有巧夺天工的外观设计及良好用户体验的产品

有独到之处，拥有较好的口碑，用户体验良好的产品

五大产品奖项

年度风云奖

热点科技五星奖颁奖盛典

年度先锋产品奖

热点科技五星奖颁奖盛典

年度杰出性能奖

热点科技五星奖颁奖盛典

年度创新设计奖

热点科技五星奖颁奖盛典

年度编辑推荐奖

热点科技五星奖颁奖盛典

编辑部认证



主题活动-五星奖年度优秀产品技术评选

优品品牌推荐（部分）

200+家知名厂商的600+件产品参与评选

十一年间「热点科技-五星奖年度评选」累积曝光量8000W+

多平台曝光（部分）

每届整体曝光量均突破1000万+

权威性
Authority

认可度
Approval

专业性
Profession

娱乐性
Entertainment

传播性
Spread



主题活动-五星奖线下品鉴会

自2008年起就开始进行的年度的科技产品评选，五星奖自举办以来秉承着权威、专业、公正角度对科技领域产品进行奖

项的评选。历年举办间-受到广泛用户的关注，并且获得了合作品牌方的一致好评；

2021年热点科技将举办“第十一届五星评奖”，并针对此话题点进行整体推广。

第五届 第八届第一届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20年

“第十一届五星评奖”



主题活动-2021年五星奖品鉴会

1.五星奖颁奖盛典专题点击量达436,245次

2.一直播、B站、斗鱼等平台累积观看量220万人次

3. 与《新浪微博》合作，微博话题累积阅读量达3106.1万次

4. 5位大V，154位KOL参与本次五星奖线下品鉴会

微博话题合作
五星奖专题

大V体验分享

一直播人气



主题活动-双11抢购不纠结

双11节点策划导购类营销专题，与107家一线品牌进行合作

专题曝光500W+，原创类文章累积曝光量1500W+

双11专题

专场直播定制文章 KOL分享

双11活动直播在6大平台进行直播

一直播-当天直播峰值11.3万，累计观看量162.1万

五大平台在线观看人气总峰值14,573次

百度推介位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