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润桐RainPat 短视频

矩阵系统会员使用教程

一、 系统介绍

润桐RainPat 短视频矩阵系统是针对短视频账号管理运营、智能化操作、短视频混剪、SEO

优化推出的一款产品。为快速实现产品使用价值，系统支持源代码独立部署、支持后台一键更

新。

1、主要解决问题

1.1 多个多视频账号集中管理与发布问题；

1.2 视频账号类型多、跨平台操作难问题；

1.3 短视频原创度低、标题构思难等问题；

1.4 多账号、多平台挂载地理位置信息难问题；

1.5 发布视频效率低、工作强度大的问题；

1.6 原创视频数量批量生成的问题；

1.7 短视频发布之后SEO优化的问题；

1.8 短视频询盘线索、客户处理的问题。

2、主要功能集锦

2.1 可实现抖音、快手、西瓜视频、头条号统一账号管理，一次管理成百
上千个账号；

2.2 跨平台账号只需点击一次发布，即可同时发布；

2.3 提高短视频标题、话题、视频质量，实现自动化SEO搜索引擎优化；

2.4 只需一步设置，即可生成多个原创优化任务；

2.5 定时发布，只需简单设置，就可以按您指定的时间自动发布；

2.6 系统仅需一个素材库，即可多平台发布；

2.7 可以设定部分账号、多个账号一键群发，并且可设定指定时间；

2.8 循环发布任务，按照一定的SOP流程，实现账号的自动挂机运营；



2.9 可以将视频挂载地址，加速附近推荐，提高曝光率；

2.10 强大的混剪功能，只需上传简单的素材就可生成大量原创视频；

2.11 数据监测功能，可对账号粉丝数据、视频数据进行同步监测；

2.12 账号分组，可对不同类的账号进行分组管理与发布视频。

2.13 客户询盘与精准线索，查看视频下的所有评论，可关键词自动回复、

手动回复

二、 举例说明矩阵系统该怎么用？

餐饮举例（服务业）

（适合旅游景区、旅游服务、本地生活、机械厂、加工制造、传统企业、互联网项目、短视

频带货、MCN，短视频运营团队等等）

比如赣州市某一家餐饮店，用了这个系统。我们简单来运作一下。（假设他没有视频剪辑

能力、单人操作的情况下）。首先，找10个抖音号（也可以是快手号），然后绑定系统，进行

管理。设置好每个抖音号自动回复的内容，比如店铺的位置，特色等。然后拍一些自己的菜品

的图片、厨师做饭的小视频、环境的视频，有一些就够了，上传的平台。进行原创混剪。然后

再设定好发布任务，做好标题优化任务，就可以了。发布视频的时候可以带地址发布，我们可

以选择10个地址，这样发出去的就是在赣州市的不同商圈发出的，方便附近推引流。然后就可

以坐等客户啦！后期有时间换一换素材就行了。

能有多少效果？

如果10个账号，每天发布一个视频，那么即便是限流，每天也会推送给500以下的人。因

为都是本地账号，加上带位置信息，那么本地的曝光就更多（带上自己的营销信息）。

一天就是5000个曝光，打个折扣，一天3000曝光。

那么一个月就是10万曝光，一年就是100万曝光。

那么你的生意自然会火爆，疫情来了！也不怕！



三、 使用教程

3.1 系统介绍

3.1.1 系统介绍及首页

润桐RainPat 短视频矩阵营销系统，可以实现短视频多账号管理，暂时支持抖音、快手、西

瓜、头条四个平台（未来B站、小红书、视频号也将开通），后续将持续增加更多平台。强大

的混剪能力将提高视频原创效率，降低劳动强度；自动化群发、循环发布等多种发布模式，实

现了智能化运作；自动组合的标题模式为短视频的SEO搜索引擎优化提高得到了保障。系统使

用简单，授权绑定即可，仅仅需要三四步就能实现智能化管理。

直接点击右上角的登录即可使用系统。

3.1.2 登录系统

输入您的账号和密码就能登录使用了。



3.2 数据大盘

3.2.1 数据大盘

在这里您能看见您的几乎所有的账号信息、视频信息、任务信息，方便管理。点击里面的数字

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功能页面。

3.2.2 知识中心

运营工具有抖知识模块，视频制作、图片制作、AI 配音、手机自拍提词器等等，各种工具应有



尽有。

3.3 账号中心

3.3.1 账号分组

3.3.1.1 分组介绍

为什么要分组？因为有很多人账号是不同类别的。比如，一个客户他拥有100 个账号，那

么40 个是餐饮类型的，60个是服装类型的。为了群发和平时管理方便，所以进行分组处理。

所以可以进行按组操作。

3.3.1.2 添加分组

地推二维码是为了方便代理推广，只需出示此分组的地推二维码，用户扫码后即可到此分

组。

点击新增分组后，输入分组名称和排序点击保存即可生效。

注意：分组排序默认为50，数字越大排名越靠前。



3.3.2 账号列表

3.3.2.1 查看账号

进入账号列表就可以清楚的查看到用户的账号信息，包括四个平台的。在中部可以看到筛

选框，可以选择不同的账号类型或者其他选项进行管理。

下图是账号列表



3.3.2.2 添加账号

可以添加抖音、西瓜、头条和快手账号。直接扫码绑定即可，后期无需再次绑定。若绑定

之后无数据不要着急，系统为了节省调取开放平台次数，设定每日更新一次。

直接扫码即可绑定。如果您绑定的是抖音请用抖音扫码，如果是快手，就用快手扫码，同

理，头条和西瓜视频也是分别用头条和习惯视频扫码登录。扫码完成之后（注意！！！！！！
要等待自行跳转，不要关闭！！！！！！），就完成了绑定，就看见您的账号了，

就可以发布视频了。



3.4 智能标题

3.4.1 新增标题

不同的组合方式，您的标题是不一样的。在手写字3 处一般输入您的主营业务。我们默认

自带了一些词语，供您选择。

注意：标题名称不可再次更改。

注意：选择选择组词策略时，默认手写处5为默认选中。



3.4.2 智能标题

此处可以查看您的优化标题列表，和SEO标题任务。

3.5 素材-创作中心

3.5.1 素材-创作中心介绍

创作中心集成了素材管理、混剪设置、混剪任务和本地素材管理的核心模块，是短视频矩

阵营销视频源的所在。起到了最基础的核心内容承载的作用。

3.5.2 预剪素材

可以上传等待混剪的素材，直传云端，快捷、高效。

预剪素材列表



预剪素材分类

上传素材



3.5.3 创建混剪

注意：此混剪任务所有短视频账号都能使用此混剪库的视频。



3.5.4 混剪库列表

3.5.5 本地素材

本地素材库支持图片、视频素材进行提前上传，主要对成片的管理，矩阵发布任务时可直接选

择，提高效率。

3.6 矩阵发布

3.6.1 功能介绍

矩阵发布功能列，能将工作变得效率化、智能化，可以挂载地址、自动优化标题，可以选择即

时上传素材、本地视频、混剪库视频，可以定时发布、选定日期、时间区间设定等等。

注意：添加任务中途退出后，任务保留，可点击任务列表中的完善继续发布任务。



3.6.2 单发任务

单发任务，是指针对单个账号（抖音、快手、西瓜、头条任意账号）进行单个或者多个视频发

布控制管理。可以选择指定时间、可以挂载地址（定位）发布（此功能特别适用本地矩阵营销

的的客户，比如餐饮、零售、服务业，因为可以多定位、多视频发布），增加附近的人推荐视

频的概率。

1. 点击添加单发任务

2. 根据提示填写信息

3. 查看发布记录



3.6.3 群发任务

群发任务，是指针对多个账号（抖音、快手、西瓜、头条任意多个账号）进行发布控制管理。

可以选择指定时间、可以挂载地址（定位）发布（此功能特别适用本地矩阵营销的的客户，比

如餐饮、零售、服务业，因为可以多定位、多账号发布），增加附近的人推荐视频的概率。



群发任务与单发任务类似。

3.6.4 SOP任务

单发或者群发任务的循环发布。简单的来说，就是按指定的时间进行循环的执行设定好的发布

任务。

SOP发布任务和单发、群发操作几乎一样，就不在截图了。

3.6.5 解释定时任务

注意：

若发布数量过多、时间间隔过长等引起的发布队列拥挤，可能导致发布视频任务执行不全，所



以需要合理设定好发布任务。

3.6.6 如何挂载地址或挂载团购

3.7 客户线索询盘

3.7.1 精准询盘

触发设定好的规则，自动归类客户等级，并可以直接进行回复。



3.7.2 客户等级设置

可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规则设定好客户等级，如 A 类客户对应的关键词、B 类客户对应的关键词。

3.7.3 智能回评列表

根据一定的规则，设定好回复的内容，触发之后，自动回复。



3.7.4 智能回评

设置回复的内容，触发之后，将自动回复。

3.7.5 评论列表

可查看所辖账号下面所有的视频下面的评论数据。



3.8 SEO优化

3.8.1 SEO优化介绍

短视频发布完成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SEO。如果发布的视频没有SEO或者曝光，

那么视频就等同于没有。本 SEO利用原创视频的前提，增加标题的优化能力，实现自由化随机

组合，为视频原创提供了专业的标题技术支持。从而达到原创的效果，进一步增加账号权重、

曝光等。

3.8.2 SEO查询

可查相关账号、相关视频的关键词 SEO 排名查询情况



3.8.3 查询列表

进入查询列表就可以清楚的查看到所有用户的关键词的排名，可以指定用户搜索排名，可以对

用户的关键词查询任务进行停止与删除管理。

3.9 上热门推荐

3.9.1 创作热词

调取的抖音目前比较热门的词语，为创作和营销做一定的建议。

3.9.2 热门视频

调取的抖音目前比较热门的视频，为创作和营销做一定的建议。



3.9.3 热门话题

调取的抖音目前比较热门的话题，为创作和营销做一定的建议。

3.10 财务中心

3.10.1 官方充值

可联系自己的上级进行充值。



3.10.2 充值金币

可以查看自己的财务记录，操作的 IP以及金币的消耗情况。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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