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4日
责任编辑 林芸 美编 须拯他山之石07

汽车如何借抖音直播汽车如何借抖音直播““种草种草”？”？
营销全面进入“直播时代”

前不久，罗永浩在抖音直播卖车，12辆半

价哈弗F7被秒光。老罗在直播间里共发出1.1万

张7.7元的优惠券，每张可抵扣2777元购车款。

官方宣称：“预估销售额15.65亿元。”

如果哪个车企真能半价卖车，根本不需要找

老罗。这本身就是一次事件营销，以“秒杀”的

方式去做品牌曝光和话题营销。

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不能，也不会成为车企

做抖音直播的一个常态。因为，直播可以承载更

多，而不只是带货。这也是目前大家对直播带货

认识最大的误区吧。一旦陷入这个误区，你的眼

里就只有直播卖货，那可能连老罗也无法满足你

的销售KPI。

或者这么说，淘宝直播更趋于直接以“低价

促销+产品推介”的方式卖货，但卖火箭那种纯

属话题炒作。而抖音直播的价值一定不只是卖

货，它是品牌与用户多维度、立体式、常态化的

沟通窗口。

除了找老罗，汽车还能怎么做直播？

4月8日0时，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

措施，意味着因疫情停滞76天的武汉终于按下

重启键。抖音直播成了普罗大众了解东风汽车

“重启”的一个重要窗口。

抖音通过“直播”这种媒体展示方式，导入

流量并提供工具，打造了一套“感知—信任—兴

趣（种草）—行动”的品牌直播方法论。具体怎

么做的呢？

抖音为抖音为““援鄂复苏计援鄂复苏计

划划””投入百亿流量投入百亿流量，，组织组织

百场直播百场直播，，支持湖北复工支持湖北复工

复产复产。。但只有流量还不但只有流量还不

够够，“，“市长代言市长代言””也成为其也成为其

重要特色重要特色，，而背后更大的而背后更大的

力量其实是力量其实是““品牌共情品牌共情””

的把握的把握。。

复工复产期间复工复产期间，，很多很多

地方官员都高调下馆子吃地方官员都高调下馆子吃

饭饭，，号召大家消费号召大家消费。。而抖而抖

音一口气邀请了湖北省音一口气邀请了湖北省1313

个市的市长个市的市长，，通过直播的通过直播的

方式方式，，推介当地特色产品推介当地特色产品。。

44月月88日下午日下午33点点，，武武

汉市副市长李强在抖音开汉市副市长李强在抖音开

启了直播首秀启了直播首秀，，他不仅为他不仅为

网友讲述了武汉市城市重网友讲述了武汉市城市重

启启、、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复工复产、、政府政府

扶持政策等方面情况扶持政策等方面情况，，还还

推荐了包括东风汽车在内推荐了包括东风汽车在内

的的77张张““武汉名片武汉名片”，”，号召号召

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为湖北拼单为湖北拼单”。”。

对于参与这样一场拼对于参与这样一场拼

单直播的品牌而言单直播的品牌而言，，抖音抖音

直播让人们看到了直播让人们看到了““武汉武汉

名片们名片们””的努力与自信的努力与自信，，

观众通过直播中的留言和观众通过直播中的留言和

打赏为武汉加油打赏为武汉加油。。东风汽东风汽

车作为被推荐的企业车作为被推荐的企业，，一一

起承载了这种情谊起承载了这种情谊。。

其实其实，，品牌的销售链品牌的销售链

条中条中，，最难建立的就是信最难建立的就是信

任任，，所以我们才去打广所以我们才去打广

告告、、请代言人请代言人、、提升售后提升售后

服务服务、、办线下活动办线下活动、、开专开专

卖店……卖店……

抖音直播是如何帮助抖音直播是如何帮助

车企与公众建立信任的车企与公众建立信任的

呢呢？？在武汉的复产复工在武汉的复产复工

中中，，公众其实很关心每个公众其实很关心每个

受疫情影响企业的恢复状受疫情影响企业的恢复状

况况，，因此因此，，打开工厂的大打开工厂的大

门门，，让直播镜头进入车让直播镜头进入车

间间，，便成了车企通过抖音便成了车企通过抖音

直播构建信任的不二之选直播构建信任的不二之选。。

估计大部分汽车车主估计大部分汽车车主

都没看过汽车是怎么生产都没看过汽车是怎么生产

出来的出来的，，也不知道一辆车也不知道一辆车

出厂出厂，，需要经过多少道工需要经过多少道工

序和安全测试序和安全测试。。而直播这而直播这

种形式非常直观地展示了种形式非常直观地展示了

车企的生产车间车企的生产车间，，从而建从而建

立了品牌与用户的信任立了品牌与用户的信任。。

提升了消费者对品牌提升了消费者对品牌

的认知和信任之后的认知和信任之后，，那就那就

开始真正开始真正““种草种草””了了。。这这

是抖音的一大优势是抖音的一大优势，，因为因为

有巨量引擎在汽车领域的有巨量引擎在汽车领域的

深耕深耕，，不仅有懂车帝这样不仅有懂车帝这样

的专业汽车平台的专业汽车平台，，更培养更培养

了 一 大 批 汽 车 领 域 的了 一 大 批 汽 车 领 域 的

KOLKOL，，并几乎全部与抖音并几乎全部与抖音

达人无缝平移达人无缝平移。。这些达人这些达人

成为众多汽车潜在购买者成为众多汽车潜在购买者

的重要的重要““导购导购”。”。

连续连续 33 天天，，99 场直播场直播，，

共邀请共邀请 88 位抖音汽车达人位抖音汽车达人

进行连麦进行连麦，，包括吴佩频包括吴佩频

道道、、暴走老常暴走老常、、猴哥说猴哥说

车车、、汽车头汽车头、、闫妍闫说闫妍闫说

车车、、南哥说车南哥说车、、工匠派汽工匠派汽

车车、、九牛星等九牛星等，，精准覆盖精准覆盖

了上千万的汽车爱好者和了上千万的汽车爱好者和

对于直播转化率对于直播转化率，，需需

要辩证看待要辩证看待。。半价买车不半价买车不

是转化率的问题是转化率的问题，，而是公而是公

关话题关话题。。直播中发放优惠直播中发放优惠

券或者抵扣券券或者抵扣券，，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不错的工具不错的工具，，但怎么才能但怎么才能

用好是需要学问的用好是需要学问的。。这是这是

临门一脚临门一脚，，最为关键最为关键。。

需要强调的是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不能

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完全忽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完全忽

视视 44SS 店的价值店的价值，，任何直播任何直播

营销手段都无法完全取代营销手段都无法完全取代

44SS 店店。。所以所以，，抖音直播不抖音直播不

是要取代传统的是要取代传统的 44SS 店店，，而而

是要为传统营销方式提供是要为传统营销方式提供

新场景新场景、、新消费需求和新新消费需求和新

沟通方式沟通方式。。

直播卖车超过线下直播卖车超过线下，，

一定是虚假数据一定是虚假数据，，除非是除非是

半价半价，，但直播能促进线下但直播能促进线下

卖车卖车。。所以所以，，车企和平台车企和平台

一定要把一定要把““种草种草””放在第放在第

一位一位，，而不是强求而不是强求，，更不更不

是自嗨式地吹牛是自嗨式地吹牛。。

99场直播场直播，，东风汽车卖东风汽车卖

了了 1111 辆车辆车，，这个成绩是对这个成绩是对

汽 车汽 车 ““ 种 草种 草 ”” 的 一 种 认的 一 种 认

可可。。请注意请注意，，这只是抖音这只是抖音

直播创造营销新场景的开直播创造营销新场景的开

端而已端而已。。

虽然抖音通过虽然抖音通过““直播直播++

流量流量++工具工具””的方式的方式，，为车为车

企打造了一个企打造了一个““感知—信任感知—信任

—兴趣—兴趣（（种草种草））—行动—行动””的的

全链路全链路，，取得了一定的效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果，，但车企应把重心放在前但车企应把重心放在前

三个链路上三个链路上，，尤其是尤其是““种种

草草”，”，因为这才是直播在车因为这才是直播在车

企营销中的核心价值企营销中的核心价值。。

车企把抖音直播当成与车企把抖音直播当成与

用户沟通的常态化窗口用户沟通的常态化窗口，，相相

当于公关部在网上发软文当于公关部在网上发软文，，

只不过现在的只不过现在的““软文软文””已不已不

是图文了是图文了，，而变成了短视频而变成了短视频

和视频直播和视频直播，，内容更丰富内容更丰富，，

但需要更加高频和多面但需要更加高频和多面。。

从从““两微一抖两微一抖””到社会到社会

化营销全面进入化营销全面进入““直播时直播时

代代”，”，经历一场疫情之后经历一场疫情之后，，

中国的社会化营销再次领先中国的社会化营销再次领先

全球全球，“，“两微一抖两微一抖++直播直播””将将

成为成为20202020年标配年标配。。在直播带在直播带

货火爆之后货火爆之后，，抖音直播必然抖音直播必然

会孕育出更多基于会孕育出更多基于 PGCPGC 的的

直播场景直播场景，，比如综艺节目直比如综艺节目直

播播、、互动剧直播等互动剧直播等。。

对于所有品牌来说对于所有品牌来说，，直直

播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播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没没

捞上来的捞上来的““大螃蟹大螃蟹””还有很还有很

多多。。（来源：数英用户原创）

汽车直播在2020年初

呈爆发式增长，成为新的

行业关注点。然而，对于

行业现状，我们还不甚了

解，什么样的内容和直播

互动更能吸引用户观看，

甚至进一步到店体验？

益普索和巨量引擎联

合发布的《2020汽车行业

直播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旨在了解

汽车行业直播的消费端和

供应端，知晓其需求及关

注所在，挖掘汽车直播行

业的机遇和线索。

从消费者视角来看，

短视频是汽车直播最重要

的流量入口，用户白天刷

到感兴趣的短视频，晚上

会进入相应的直播间了解

详情。

汽车直播观众的购车

意向较高，74%的用户处

于购车“选车选店”阶

段，他们在选车阶段会关

注权威的产品信息，在选

店阶段则更会关注经销商

的售车互动。

由于汽车产品单价较

高，所以汽车直播观众的

讨论和互动意愿更强，他

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检验直

播中的信息。

消费者对于短视频平

台的直播节目观看频率更

高，短视频直播更容易被

获取；而汽车垂直平台直

播节目观看时间更长，内

容更专业，需要更多时间

来消化。

另外，《报告》 还指

出，消费者看直播的黏性

增强，“抖音”和“懂车

帝”的汽车直播高沉浸用

户规模大幅增长。同时，

84%的消费者表示，复工

后还会看汽车直播。

从车企视角来看，汽

车直播势不可挡，直播成

为汽车营销传播的重要媒

介。如今，车企开展直播

不仅限于汽车垂直平台，

也开始重视拥有庞大直播

流量的短视频平台，特别

是场面气派、内容丰富的

车企直播深受观众的认同

和赞赏。车企通过直播发

布新车，不仅打破了传统

地理界线，网络直播带来

的互动性还增强了品牌沟

通效果，并且直播间优惠

和留咨领券功能也缩短了

用户决策链路。由于汽车

直播互动性强，适合卖点

多元、丰富的汽车产品，

因此成为车企与用户深度

沟通的首选渠道。

《报告》还指出，疫情

过去后，车企应该继续开

展直播，具备专业能力和

品牌信誉的车企直播是用

户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

车企可以增强直播互动

性，现场解答观众直播评

论中的问题，进一步提升

沟通效果。

从 经 销 商 的 视 角 来

看，经销商一般会选定 2

家平台开播，“短视频+垂

直平台”成为首选。多数

经销商每周播5次，每次

至少会投入2-3人。因为

汽车直播仍处于红利期，

因此“进场早+持续运

营”的经销商已尝到了甜

头。但经销商直播尚处于

起步阶段，多数团队仍处

于练兵学习以提升直播经

验和技巧的阶段。

《报告》还指出，用

户基础、平台能力、垂直

类内容生态是汽车直播平

台持续发展的三大要素。

各类直播平台入局汽

车直播：短视频平台流量

大，用户数据可观；垂直

平台深耕专注，离潜客更

近；电商平台擅长交易，

各有所长。

2020年，虽然汽车营

销行业遭遇特殊时期，但

也是探索下一代汽车营销

方式的机会。对车企而

言，直播不能只是偶有的

盛会，应该作为长期营销

策略长线运营、持续开

展。车企需要统一运营经

销商直播，希望平台能够

提供更全面、更及时的数

据以辅助其进行直播运

营。对经销商而言，直播

有别于传统经销方式，需

要单独运作，了解观众的

观看需求至关重要。

2020汽车行业直播研究报告

1 信任是“种草”的关键
潜在用户潜在用户。。

众多抖音汽车达人以直众多抖音汽车达人以直

播接力的形式推荐车型播接力的形式推荐车型，，并并

且进行了重点介绍和对网友且进行了重点介绍和对网友

问题的解答问题的解答。。这其实比一个这其实比一个

人去人去 44SS 店逛更有效店逛更有效，，因为因为

如果你不懂车如果你不懂车，，一个人去一个人去

44SS 店很容易被忽悠店很容易被忽悠，，抖音抖音

汽车达人仿佛是你请的专业汽车达人仿佛是你请的专业

参谋参谋。。

2 直播促进卖车，并非取代4S店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