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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朋友圈疯传 微信公号刷点击量工具崩了
不少公号阅读量直线下降 平时10万+的变六七千

许多营销大号昨度过紧张的一天

微信公号刷点击量到底有多疯狂？
杭州一刷量业内人士接受快报专访——
我们是这样帮人刷量挣钱的
记者 董吕平 见习记者 高峰
“微信公号刷量工具崩了！
”
前天晚上，这则消息在微信刷量圈子里慌张流传。
一个网友说：今晚是营销号和软文号的难关，因为刷点击的
工具据说都坏了，乡亲们，快去看看你们关注或投放的大号的真
面目吧。我特意去看了几个平时觉得有嫌疑的，果然，平时阅读
量一两万的，现在一两千，平时六七万、十万加的，现在六七千，
靠阅读量挣钱的娱乐号是重灾区。谭校长在一首歌里唱：风雨
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

工具崩了
大 V 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我就是帮人刷单的 我们是这样挣钱的
昨天下午，快报联系上了一位从事与微信刷量相关的业
内人士。
该业内人士男性，
30岁+，
在杭州某公司工作。要求匿名。
他说：
“我的工作虽然不是直接刷量的，
但微信刷量在业内
是公开的秘密。我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
”
用什么工具刷？
每篇微信文章下方都有个“阅读量”标示，微信官方检测
阅读量的数据，并不是通过 IP 地址自动更新的，而是通过个人
微信号识别码更新，
每个个人微信号都有单独的识别码。
而刷微信阅读量的工具，其实是个网站平台，通过这个平
台，
想刷多少阅读量就可以刷多少阅读量。

工具坏了指什么？
昨天，一位网友专门就此写了一篇剖
刷量工具坏了，
不是指微信刷量平台坏了，
而是指他们之前储
析文章，
瞬间在朋友圈热传——
存在平台里的所有虚假的个人微信账号全都不能重复使用了。
很多人发现，平时关注的一些微信公
这是因为，
微信官方远端服务器重新更改了真实的个人微
众号，阅读量突然直线下降，很多“大 V”
信账号的存储方式，
即服务器的接口变成了
“cookie”
，
用来刷量
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一些平时轻松可达
的虚假个人微信账号就完蛋了。
数万阅读量的大号，阅读量瞬间大幅缩
水，
一时间被扒了底裤。
谁最想刷量？
某吃货微信公众号，最新一篇公众号
阅读量越高，
广告效果就越好。
文章的发出时间是 9 月 28 日 23 点 30 分左
刷微信不仅可以增加阅读量，也可以增加点赞数。广告
右，但截止到 9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30 分，阅
公司、企业、个人或自媒体本身都想看到这样的“喜人”效果。
读量仅有 6 千多，而其 9 月 27 日、26 日发
所以，这条利益链上有广告方、刷量技术团队，以及刷量的卖
出的文章，阅读量都能达到 2 万+。
家，
如××公司。
某汽车微信公众号，前两天日常头条
广告公司或企业想要达到阅读量增加，就会通过各种平
阅读量都在五六万，昨天下午头条推送阅
台找到刷单代理方，也就是卖家，把想要增加阅读量的文章链
读仅 7 千多。
接，
通过卖家告诉刷单技术团队。
某娱乐微信公众号，前天头条阅读量
昨天，
我在一家商业网站搜索
“微信 刷量”
，
确实搜到很多
为 1 万 3 千多，昨天头条阅读为 2 千不到。
商家在从事此类生意，
至少超过 19 页。有的商家的成交量已经
有些“大 V”急了。纷纷删除了前几
达到数万笔。一家刷量卖家打出广告：
1000 次阅读量 10元。
天的头条推送，据说是因为现在数据不
好……
昨天 20:30，
“ 新榜”对旗下日常监测
的微信公号作出统计——
9 月 27 日 19 时 58 分，微信对获取公
众号图文信息的部分接口进行升级，从而
导致相关刷阅读程序也需要升级，致使刷
阅读服务出现供不应求，阅读数也出现大
面积波动。
一些严重依赖刷数据的号露馅，被戏
称为
“裸奔”
。
“新榜”选取长期位于新榜排行榜头
部的 8744 个账号，发现阅读数呈下降趋
势的超六成，124 个账号阅读下降高达
80%以上，终究难免会被外界解读为有刷
阅读之嫌。

律师说法

微信刷量
是信用欺骗还是道德败坏？
快报“律师来了”签约律师吴旭华：像这样打肿脸来
充胖子，
刷出一个高阅读量，
说穿了无非两个目的：

一、
非商业目的
有些号主自己水平一般，出不了实
打实的好文章，阅读量低，脸上挂不住，
委托他人做“推广”以追求高阅读量，满
足虚荣心，朋友之间吹吹牛也好有个资
本。但不知情的网友乍一看，阅读量好
几万，哇好厉害啊，立马加关注。像这
种做法，其实对于被赚了眼球的网友来
说，就是一种欺骗！理应受到道德的谴
责。但由于并非出自商业目的，纯属玩
家，还未钻进钱眼里，那么根据微信公
众号的注册条款和规则，最多被腾讯公
司扫地出门直接封号。

二、
出于商业目的

如果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那后果
就 难 说 了 。 刷 出 大 阅 读 量 ，刷 出 10
万+，可以吸引到广告，号主可以收费
来为商家做软文推广，或者推广者刷
出访问量后，从号主那里获取费用，这
些情况下，除了可能被封号之外，还可
能涉及民事、刑事等责任，同时也是一
种信用欺骗！
这里存在两种可能：
首先，如果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
违背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以刷访问量
来压制竞争对手，那么就构成了不正当
竞争，需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偿损失的责任。
其次，那些帮着干“脏活”的人，要
不要承担责任？当然要！如果是为了
盈利而虚构事实，将刷出来的访问量从
他人处获取钱款，则已构成欺诈，数额
不 大 ，承 担 的 是 民 事 责 任 ；数 额 较 大
腾讯公司昨作出回应
（3000 元以上），很有可能构成诈骗罪，
昨天 17:14，腾讯微信团队关于公号
网上盛传的阅读量10万+刷单工作间，
桌后是大量用于刷单的手机。 最终要承担刑事责任。
“刷量”作出回应——
在“刷量”的过程中，刷的人是直接
最近不断有人向我们反映公众号“刷 刷量的手段
责任人，
而此过程中的其他知情人，
也将
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对这个问题作
真正刷量干活的是技术团队。
属于共同侵权人，将共同承担法律责
出如下回应：
技术团队开发的微信刷量平台，
将需要刷量的微信链接放 任。也就是说，如果公众号主知道这个
随着平台的壮大，刷阅读量、刷点赞 在平台上，平台会自动生成很多个假的个人账号，阅读量想要
阅读量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刷出来的，那
数已经成为一条较为成熟的黑色产业链， 多少，
就自动生成多少假账号。
么其也属于共同侵权人。
平台与黑色产业链之间的技术对抗一直
有时，
为了规避监测，
我们专门设置阅读量增长的速度和运作
存在，
并且不断升级。
时间段，
这样会让人感觉是真的有人在点击，
在阅读。
这样的技术对抗很难一次性解决所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有问题，
“猫鼠斗”的游戏一定会在相当一 刷量赚的钱怎么分？
人。杭州市律师协会互联网信息专业委员会主任、杭州
段时间内持续，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技术手
阅读量不同，刷量提成就不同。通常来说，阅读量增加一 市电子商务协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中国电子商务研究
段，
确保平台的真实、公正和公平。
万，
价格为100元钱，
超过10万，
一般是1000元钱起价。
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实务导师、杭州仲裁委员
我们坚持认为：任何虚假的数据，对
当然，这类平台也可以转发微信公众号文章，转发 100 会仲裁员。
那些尊重游戏规则的运营者都是极大的 次，
价格在 50 元钱左右。
伤害，平台也不欢迎任何虚假的繁荣，同
至于刷量代理方，也就是卖家，或者说中介，提成在 3 成
时，我们相信，一个平台的健康发展，除了 左右。
游戏规则的健全以及坚决执行以外，也包
从事自媒体刷量的技术团队人员，每个月收入也不等，基
括生态上的运营者的共同自律……
本是 3000 元到 50000 元，如果是“大 V”，写稿+代发+刷量，一

吴旭华

篇的价码是五六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