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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亿转发”
幕后推手被查
流量造假该“凉凉”了

▶日前，一款用于流量造假的 APP 被查封，该 APP 利用粉丝给“爱豆”刷流量的需求，疯狂牟
利，半年内吸金 800 余万元。记者调查发现，只要肯花钱，转发、点赞、评论，要刷多少有多少。
数据流量背后已形成了产业链。针对粉丝购买相关服务，通过平台、商家等自动转发评论明星
微博的行为，律师表示属于数据造假，违反相关规定。
“APP 相关行为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严重者涉嫌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粉丝质量不同转发钱
数不同
6 月 10 日，新京报独
家报道，帮助蔡徐坤获得
一亿微博转发量的幕后推
手“ 星 援 ”APP 被 查 封 。
用户可通过该 APP 直接
登录新浪微博账号，充钱
开通会员后，便可以在自
己的微博账号下绑定多个
微博小号，绑定后的大小
号，可实现转发内容相同，
转发数量翻倍。
该 APP 利 用 粉 丝 给
“爱豆”刷流量的需求，疯
狂牟利，半年内吸金 800
余万元。目前，主犯蔡某
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已被丰台检察院批
捕，另外三人警方仍在进
一步工作。
粉丝给
“爱豆”刷流量
的 行 为 ，被 圈 里 人 称 为
“抡博”
。粉丝通过大量转
发爱豆的微博，增加其曝
光率，进而使其进入热搜
榜，吸引更多关注。记者
从多个社交平台了解到，
除“星援”外，粉丝经常使
用的应援 APP 还有“应援
宝”、
“ 阿法狗”、
“ 爱豆”、
“超级应援”
、
“魔饭生”等，
都提供
“抡博”服务。
由于在应用商店中无
法找到“阿法狗”，只能通
过专门页面下载，记者通
过网页搜索联系到卖家小
范，每个下载链接 20 元。
新用户注册，需要用老用
户的 ID 进行验证。
记者购买链接下载
“阿法狗”，验证推荐人 ID
后绑定手机号登录，页面
导航上按照平台名称分
类，微博、微信、抖音、快
手、小红书等平台都在其
中。以微博为例，列表中
详细分为粉丝、转发评论、
赞、阅读等多个选项。点
击
“粉丝”选项会显示出售
微博粉丝的价格列表。根
据粉丝质量，每种价格也
不尽相同：
“初级粉
0.00117 元／个”
“ 精品老
粉 0.00260 元/个”。在转
发一项内，显示按照转发
内容和形式，价格也从刷
量 转 发“0.00117 元/个 ”
到达人转评“0.33800 元/
个”不等，相当于转发 100
次 需 要 1 毛 到 30 元 不
等。此外，
微博电影的
“想
看”数目，也可以通过“阿
法 狗 ”进 行 增 长 ，
“0.03120 元/个”
。

“超级应援”APP 按月收费自动打榜
记 者 下 载“ 超 级 应 援 ” 支付宝、微信等平台支付。
APP，软件开机页面显示，APP
自动打榜的相关规则显示，
提供自动打榜、明星动态提醒、 购买服务后，
平台将自动为用户
粉丝应援等服务，
“ 为 爱 豆 助 每天转发、评论明星最近 30 天
力”。APP 首页上有明星人气 发布的微博。此外，
还将发布带
榜单、明星涨幅榜等板块。记 有明星名字或昵称的微博，
服务
者选定某明星为支持对象，点 于次日生效。
开明星个人页面，发现有“自动
该公司一位客服人员称，
他
打榜”功能。
们是通过后台系统，自动转发、
点 击“ 自 动 打 榜 ”后 ，APP 评论明星微博的。针对是否会
跳转至支付页面。其自动打榜 因自动转发、评论而被微博方面
时效分为：1 个月 5.99 元、3 个月 判定为垃圾账号，该客服称，可
14.97 元、6 个月 23.94 元、12 个 以时常更换微博账号或文案，
月 35.88 元不等。用户可通过 “这样稳妥一些。
”

平台：对“应援计划”不负法律后果
一款名为“魔饭生 pro”的
记者注意到，
相关应援协议
APP，宣称是“专业粉丝应援平 则称，魔饭生作为平台方，仅为
台”，应用内提供多位娱乐明星 发起人与支持者之间的应援提
的
“应援计划”集资服务。
供平台网络空间、技术和支持
记者看到名为
“李宏毅明星 等服务，并不是发起人或支持
全球后援总会”
的用户发起了该 者其中的一方。
“ 应援与魔饭生
明星 21 岁生日应援计划。筹款 平台无关，使用魔饭生平台产
目标金额为 21000 元，已筹备 生的法律后果，由发起人与支
1510.7 元。点击“我要支持”， 持者自行承担。”协议还称，已
则跳转至提交订单页面，
用户可 生成的订单不能取消或退款，
支付 1 元至 1998 元不等的价格 “如有特殊问题，由支持者自行
来支持该项目。
与发起人沟通。
”

粉丝：每月做任务花费 600 元
陈鑫（化名）是一名高二的
学生。从 2019 年 1 月初加入了
某粉丝群后，
每天她都会登录各
大应援 APP 开始做任务，
转发微
博、
做超话互动、
百度数说人气榜
等多个任务，她都会一一进行。
从最开始每天只需转发微博 100
次，到后来，同时进行多个任务，
一些任务，
需要她在应援 APP 上
充值才能完成。每月为她的
“爱

豆”
做任务平均花费600元左右。
陈鑫告诉记者，
做任务数量
大的粉丝有机会进行抽奖，
获得
明星周边纪念品甚至有和明星
见面的机会。粉丝群里的所有
人都在做任务，
每天还会有组长
来统计任务量，不能完成的人，
会被其他粉丝“鄙视”。如果有
人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做任务，
则
会被踢出群。

律师：数据造假涉违法违规
针对粉丝购买相关服务，
通
过平台、商家等自动转发评论明
星微博的行为，
北京康达律师事
务所律师韩骁表示，
虽然这是粉
丝自愿行为，但属数据造假，且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
例》
《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
干规定》关于实名制注册，不得
以虚假身份办理入网手续，
实施
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规定，
应予以禁止。
“APP 相关行为涉
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
影响计算机系统正
常运行，严重者涉嫌犯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
”
近年来，一些
“粉头”
借集资
之名行诈骗之实，
甚至携巨款消
失。对此韩骁说，
有关部门应加
强监管，成立专项行动小组，对
“粉头”新型违法犯罪行为进行
专项打击，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
通道，协同公安、网信等各监管

部门出具关于打击此类犯罪的
专业意见，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加大惩戒力度。
对于粉丝为偶像耗费时间
金钱刷量、
“ 轮博”的行为，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
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表
示，学生每月耗费千元、为偶像
刷量、
“ 轮博”的举动，他觉得已
超过正常限度。在皮艺军看来，
青少年处在青春期，
有对美好事
物的渴求，
而经媒介塑造，
如今娱
乐明星的形象往往是财富、
容貌、
风度的结合体，
因此青少年对他
们产生偶像崇拜并不意外。
“但这
种限度的追星行为是一种心理依
赖的表现。
”
他说，
粉丝通过此类
行为，
维系着与明星之间的联系，
因此产生一种投射心理，
认为自
己与明星合为一体。
“如果沉迷于
这类行为中，
可能会对他们的生
活、
工作和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

■ 给畸形粉丝文化敲响警钟
这两天，一则新闻刷屏——《蔡徐坤 1 亿转
发量幕后推手
“星援 APP”被端》。
在此之前，
人气明星蔡徐坤发了一条微博，
短短时间内转发量竟超过 1 亿。微博有 3 亿用
户，转发过亿意味着近乎每 3 个用户中就有 1 人
转发，
这引发舆论哗然。招致全社会对刷量、
黑
产现象猛烈抨击的同时，
这也引发疑问：
到底谁
是幕后推手？
如今谜底揭晓：答案就是“星援 APP”。
“星
援”，顾名思义是用来援助明星的，所谓的援助
方式就是利用 APP 刷流量，这在粉丝圈内被称
为
“抡博”
。
在具体操作上，就是用户通过这个 APP 直
接登录其新浪微博账号，
充钱开通会员后，
便可
以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下绑定多个微博小号，数
量从几十个到几千个不等。然后，可以在这些
账号上实现转发、
点赞、
评论，
数量翻倍。
刷量的粉丝可以通过组长或者经纪公司领
取“刷量”任务。任务量完成后，他们可以通过
线上活动进行抽奖，获得一些奖励：签名照片、
演唱会灯牌、
气球、
荧光棒等礼品。
社交媒体刷流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相
当普遍的现象，此前微信官方也多次利用技术
手段处理这个难题，让那些靠刷量获得的“10
万+”现出原形。
“ 星援”的秘诀也是刷，路数也
是流量注水，只不过是专门为明星服务而已。
到头来，
“星援”
制造的流量泡沫，
在微博这个舆
论广场内，
更容易形成对注意力资源的挤占，
对
公共舆论的绑架。
问题在于，
当流量成为一种
“经济”
的时候，
对流量的追求、
开发、
转卖，
就成为一种必然。
登上热搜，
不仅意味着某一天的关注度，
也
意味着接下来的财源广进。如果有粉丝为此买
单，
自己坐收流量，
那就更好。粉丝经济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形态。粉丝心中的“爱的供养”，在
明星和粉丝团的组织者那里，
其实就变成了
“爱
的收割”
。这是一个利益链，
也是一种独特的权
利结构。
明星高高在上，
匍匐在地的则是大量粉丝，
他们付出精力与金钱，在自己偶像登上热搜的
时候，也获得某种满足感。十几年前杨丽娟痴
爱偶像刘德华，
被舆论视为非理性，
成为娱乐圈
的大新闻，
引起广泛的讨论。
在当下，粉丝的“非理性”似乎已经日常化
了。有时候，粉丝为了自己的爱豆不惜一掷千
金，
他们的疯狂行为让很多爱豆都感到害怕。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娱乐产业，人们消
费的是明星创造的产品，影视作品、专辑、演
唱会，这是实实在在的作品。排队等待偶像
的签名，可以视为在自己和偶像之间建立起
实在的联系。
本质上，
在粉丝文化中，
粉丝处在利益链的
底端。社会的底层，
会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而在
粉丝文化的
“底层”
，粉丝却是一种相反的感受，
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主人。
但这显然是种虚妄的感受。一些人在疯狂
地追星中，
不惜破坏各种社会规则，
以完成与爱
豆的连接，但这不论对爱豆，还是对社会秩序，
都是一股负面力量。
在这种疯狂的氛围之下，一些人利用粉丝
的非理性对其进行收割，
让他们去花钱买流量，
也就成为必然。
所以说，
“一亿转发”
幕后推手
“星援”
被端，
走火入魔的粉丝文化却难治。但无论如何，
“星
援”
被查，
也让人看到了粉丝经济背后赤裸裸的
“粉丝收割”。这是偶像美好人设背后的虚假、
逐利、
不美好。
今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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