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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畊宏火了。 近日，“刘畊宏女孩”

“刘畊宏自编《本草纲目》版毽子操”等

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刘畊宏通过线

上直播健身已成为新晋“顶流”，商业价

值大涨。 据了解，国内的头部健身平台

也正努力培养出更多的“刘畊宏”，但从

目前来看，仍有很多线上健身教练面临

着流量危机和变现焦虑。

健身圈“现象级”网红

“五、六、七，GO！ ”伴随着周杰伦

《本草纲目》的背景音乐，再配上“腰间

赘肉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都要！ ”的

口号，刘畊宏带领众多用户在抖音平台

跳“毽子健身操”。 随着观看人数越来越

多，刘畊宏目前已成为健身圈的“现象

级”网红。

虽然被抖音误判导致直播间被警

告三次， 但这并没有削弱刘畊宏的热

度，反而经过网友不断地传播，为他本

就上升的热度添了一把火。

截至记者发稿，刘畊宏抖音粉丝已

突破 6000 万，而“《本草纲目》毽子操挑

战”这一话题，在抖音上已有超过 67 亿

次播放量。 在社交网络上，有一大群被

称为“刘畊宏女孩”的跟随者，她们不仅

跟着刘畊宏一起跳操，而且还期待着刘

畊宏为她们“在线批作业”。

据了解，刘畊宏直播签约的经纪公

司为无忧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对于刘畊

宏的走红，该公司 CEO 雷彬艺表示“在

意料之外”。“之前我签他的时候，是觉

得能够做起来的，但确实没想到能够这

么火。 这种现象级的爆款，在平台上也

是很罕见的。 ”

而刘畊宏的短视频报价也开始上

涨。 某经纪公司直播运营人员赵静对中

国商报记者表示，品牌在推广过程中追

求的就是曝光度和热度，优质的主播为

产品做宣传不仅可以提升销量，还会提

升品牌的影响力。“而且刘畊宏带着家

人一起直播健身，对外呈现了良好的家

庭氛围， 也能让更多品牌产生合作意

向。 ”

能否打造下一个“刘畊宏”

刘畊宏的爆火对于健身教练行业

无疑是个利好。 网红健身教练的商业价

值巨大，拥有众多教练的健身平台也在

努力打造下一个“刘畊宏”。

“健身教练的品质决定了我们交付

给用户的服务的质量，所以打造优质健

身教练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乐刻方

面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乐刻的运营逻

辑是将人、货、场串联起来，其中“货”即

为向用户交付的服务，而提供健身服务

的就是健身教练。

据了解，乐刻对于线上直播的教练

要求很高，“我们会从线下健身房挑选

一部分教练进行线上课程的打造，这些

教练需要有感染力、有镜头感、能自嗨。

相比线下健身房，线上的教练只能面对

一块屏幕，没有夸张的灯光、音响效果，

也没有用户互动， 但需要营造出活跃、

亲切的氛围以及和用户‘一对一’的感

觉，这是有一定难度的。 ”

Keep 则更希望健身教练展示个人

特色。 Keep副总裁刘冬表示，他希望在

线上健身课程中，健身教练具备带动全

场节奏的能力，有个性，不需要标准化，

教练只要把必要的动作要领讲到位，如

何发挥、表述则要根据自己的特色来呈

现。

另外，Keep还签约了帕梅拉、 周六

野等网红健身教练，扶持更多健身教练

做内容，给予他们更多流量曝光。“他们

的个性化内容能帮助 Keep 的用户坚持

健身，能让用户感知到在他挥洒汗水的

时候不是一个人在孤单坚持，而是有鼓

励和陪伴。”Keep方面对记者表示，Keep

会邀请专家来分享运营经验，还会启动

“梦想奖学金”计划，联合专业的培训机

构， 为 Keep 的健身内容创作者们量身

定制一套更快捷、更高效的培训方式。

超级猩猩则将教练明星化。 在社交

平台上，不少用户反馈喜欢“颜值高”的

教练， 只追某个喜欢的教练的线上课

程，就像追星一样。 超级猩猩会员董轩

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超级猩猩的教练

都有一些会员粉丝群来加强和会员的

沟通和互动。 教练会关心会员的日常生

活，会员会为教练过生日、做表情包等，

“超级猩猩教练和会员的情感黏性很

强。 ”

据了解， 去年超级猩猩启动“2021

超级猩探 SUPER� ME 全国教练大

赛”， 这是该健身品牌首次为健身教练

打造的大赛。 大赛分为全国海选、线下

PK 赛、提升营和大秀呈现之夜。“就像

选秀节目一样，为健身教练引流圈粉。 ”

董轩认为。

虽然健身平台做出不少努力，但也

有教练称，“能获得平台资源扶持的教

练仍是少数。 除了专业度要求，还要有

颜值、有个性、有表演天赋……”有教练

对记者表示，这些要求已刷掉了很多健

身教练。

国内头部健身公司直播业务的负

责人张伟明（化名）对记者介绍，线上健

身教练商业化变现的路径基本上是三

步走：流量获取、提供产品（服务）、变

现。 目前很多健身平台培养的健身教练

还停留在流量获取的阶段，即解决如何

吸引粉丝，稳定、扩大粉丝数量的阶段。

从平台经营的角度来看，平台会优先扶

持有优秀数据表现（完课率、粉丝量、视

频播放量）的健身教练，这些教练是教

练圈内金字塔尖式的人物。

流量危机和变现焦虑并存

张伟明坦言，对于这些金字塔尖的

健身教练而言，能完成“获得流量”这一

步并不稀奇，能打开用户钱包才算真正

实现了商业化。 目前健身教练的商业化

变现方式有直播带货、知识付费、创立

自主品牌以及广告合作。

“直播带货方面，健身教练的带货

能力比走娱乐路线的网红差很多。 ”赵

静透露， 有些健身教练有上百万的粉

丝，但是带货数据并不亮眼，“每周五场

直播，一场直播四到五个小时，一个月

的 GMV（成交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但

同样情况下其他类型网红的 GMV 可以

达到 50 万元到 70 万元”。

在知识付费方面， 张伟明表示，健

身教练通过卖课获取收益的难度很大。

随着网络的发展，免费的健身知识更易

获取且内容丰富，用户的付费意愿并不

强。“另外，就算有些用户购买了健身课

程，比如‘15 天马甲线雕塑训练课程’，

但大部分用户坚持了 5 天就放弃，再看

到此类课程也很难产生购买欲望。 ”

另有业内人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

示，目前国内的健身人口渗透率（经常

健身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 比较低，

但做付费健身内容的教练却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 想分蛋糕的健身教练变多

了，但蛋糕却没有变大。 另外，武大靖、

任子威等高人气奥运冠军也开始在抖

音、快手上直播健身课程，光是这个优

势和号召力， 对于很多健身教练就是

“降维打击”。

有些健身教练还会发展个人品牌。

但张伟明坦言，相比安踏、李宁等品牌，

一些健身教练的自有品牌价格以及产

品种类优势不大。 如在 B 站上拥有

915.8 万粉丝的健身网红周六野， 在去

年宣布升级其原有品牌 Wild� Saturday，

推出新的个人运动品牌“她是火花 SHE�

IS� A� SPARK”， 主打女性运动健身服

饰，涵盖运动内衣、瑜伽裤及瑜伽垫等

品类。 目前，该品牌淘宝店已经上线，店

铺内销量第一的服饰为运动内衣，售价

159 元；销量第一的运动配件为瑜伽垫，

售价 304 元。 但上述两件商品的月销量

均未超过 100 件。

“运营商业品牌和运营个人自媒体

账号的逻辑是不同的， 团队需要对产

品、营销、渠道、供应链等有相当深入的

了解，能做好很不容易。 ”张伟明认为，

通过接广告获得收入还算相对简单的

变现方式， 但需要账号一直保持更新。

从目前看来，对于刘畊宏以及众多拥有

大量粉丝的健身教练而言，说“躺赢”还

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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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刘畊宏爆火背后：

线上健身教练难解流量危机与变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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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云健身”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人们在网上跟随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居家锻炼成为

一种新潮流，大家普遍认为“很方便”“有互动感”。 国内的头部健身平台也正努力培养更多的

健身教练，加入线上健身行业市场。 但从目前来看，仍有很多线上健身教练面临着流量危机和

变现焦虑。

（苏晓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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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畊宏爆火， 激发了人们对居家健

身话题的热议， 市场迅速聚焦健身直播

和在线健身领域。

在“健康中国” 国家大战略的推动

下，健身成为许多人的“刚需”和“必修

课”。 疫情、健康、健身、直播等因素走到

一起，催生了一股居家健身热潮。

线上健身行业市场空间大、增速高，

吸引众多玩家进入。根据不完全统计，一

兆韦德、威尔仕、超级猩猩、乐刻等都在

抖音、快手、小红书、视频号多个社交平

台开设了免费直播课程。

但对于大多数健身主播来说， 最终

目标仍然是变现。 某直播团队负责人柳

祥龙介绍，目前主要是线上带货，包括瑜

伽垫、瑜伽环、泡沫轴、弹力带等瑜伽小

工具；此外也会接一些商业广告，比如阿

迪达斯、亚瑟士等运动品类的鞋服等。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称， 直播健身跟

直播带货存在着天然的内容冲突， 例如

跳操时卖货会严重影响用户健身体验。

另外线上付费健身这种变现模式，

目前还并不太适合国内消费者。 运动科

技公司 Keep 今年 2 月披露的招股书显

示，2020 年及 2021 年，Keep 平均月活跃

用户分别约 2970 万人和 3440 万人。 同

时，Keep 的订阅会员为 330 万人， 相比

于 2019 年的 80 万人，增加了 3 倍以上，

但同期，平均月度付费用户仅为 36.5 万

人，人数仅仅是订阅会员的十分之一。

业内人士指出， 直播健身最终的变

现模式和商业模式， 还需要众多健身主

播和健身机构、平台的不断探索，想要让

线上健身在疫情之后继续热度不减，不

能靠“7天瘦 10 斤”的噱头。

（宗禾）

线上健身变现之路还需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