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当前，，汽车直播已经成汽车直播已经成

为各个平台的重要发力点之为各个平台的重要发力点之

一一，，只是在突飞猛进的表象只是在突飞猛进的表象

之下之下，，汽车和直播汽车和直播，，并非那并非那

么么““金风玉露一相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便胜

却人间无数却人间无数”。”。汽车直播带汽车直播带

货依然停留在一个货依然停留在一个““雷声雷声

大大，，雨点小雨点小””的阶段的阶段。。55月月

11 日到日到 55 月月 55 日期间日期间，，懂车懂车

帝联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帝联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

起了起了““直播团车节直播团车节””活动活动，，

有 超 过有 超 过 52755275 家 经 销 商 参家 经 销 商 参

与与，，覆盖覆盖 9797 个汽车品牌和个汽车品牌和

257257 座城市座城市，，但是超过但是超过 11..55

万场直播仅产生了万场直播仅产生了 69036903 个个

付费订单付费订单，，这样的转化率显这样的转化率显

然不能令人满意然不能令人满意。。

而而““618618””期间天猫所期间天猫所

产生的订单虽数量巨大产生的订单虽数量巨大，，但但

一方面是由于半年来需求的一方面是由于半年来需求的

积累积累，，另一方面也缘于厂商另一方面也缘于厂商

在业绩重压下在业绩重压下，，五折起步的五折起步的

““赔本赚吆喝赔本赚吆喝””和和““跳楼大跳楼大

甩卖甩卖”，”，因此不可持续因此不可持续。。而而

且考虑到这些直播中还有一且考虑到这些直播中还有一

汽丰田单场直播达成汽丰田单场直播达成 89948994

个订单这样的个订单这样的““巨无霸巨无霸”，”，

一般经销商直播场次的平均一般经销商直播场次的平均

销量比我们所看到的更低销量比我们所看到的更低。。

在销量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在销量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下下，，经销商对直播带货的热经销商对直播带货的热

情并没有想象中高情并没有想象中高。。以懂车以懂车

帝平台为例帝平台为例，，疫情期间一度疫情期间一度

高达高达 20002000 场日均场次更多场日均场次更多

来源于来源于““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的的

重在参与精神重在参与精神，，而而44月份以月份以

来来，，随着随着 44SS 店逐步复工复店逐步复工复

产产，，经销商直播的总体频次经销商直播的总体频次

逐步下降到每日千场逐步下降到每日千场。。

资源投入和内容输出决资源投入和内容输出决

定直播的上限定直播的上限，，市场空间和市场空间和

模式的可复制性决定下限模式的可复制性决定下限。。

在市场空间仍然广阔的前提在市场空间仍然广阔的前提

下下，，经销商直播带货收效甚经销商直播带货收效甚

微的原因微的原因，，在于汽车销售与在于汽车销售与

传统直播带货的商业逻辑之传统直播带货的商业逻辑之

间存在矛盾间存在矛盾，，模式没有完全模式没有完全

跑通跑通，，因此可复制性差因此可复制性差。。换换

言之言之，，直播带货的直播带货的““BB面逻面逻

辑辑””依然没有理顺依然没有理顺。。汽车销汽车销

售与直播逻辑的矛盾之一售与直播逻辑的矛盾之一，，

在于汽车作为在于汽车作为““大件大件”，”，其其

平均售价远远超过四位数这平均售价远远超过四位数这

一一般直播带货价格上限一一般直播带货价格上限，，

因此消费者购买较为慎重因此消费者购买较为慎重，，

决策链条漫长决策链条漫长，，难以套用直难以套用直

播带货播带货““人货场人货场””的普遍理的普遍理

论论。。举例来说举例来说，，大多数带货大多数带货

十分注重氛围的塑造十分注重氛围的塑造，，但是但是

因为直播气氛热烈就会买车因为直播气氛热烈就会买车

的的““败家子败家子”，”，可以认为是可以认为是

少数中的少数少数中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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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车 还能走多远还能走多远
当前汽车电商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能在直播间高喊“买它”的

李佳琦，而是一场再出发的模式重构。

直播直播

44SS 店有一种重要的获店有一种重要的获

客模式客模式，，叫做转介绍叫做转介绍，，就是就是

通过客户发展客户通过客户发展客户。。而在乡而在乡

镇市场镇市场，，转介绍的表现形式转介绍的表现形式

就是就是 44SS 店寻找当地有名望店寻找当地有名望

或者人群聚集地的店主作为或者人群聚集地的店主作为

““联络人联络人”。”。在线上很难复制在线上很难复制

转介绍的模式转介绍的模式，，但是同样可但是同样可

以在获客上以在获客上““返璞归真返璞归真”，”，

从大数据获客转向从大数据获客转向““鱼塘式鱼塘式

获客获客”。”。鱼塘式获客在于售鱼塘式获客在于售

前长期种草前长期种草，，通过与潜在客通过与潜在客

群的紧密联系加强对用户需群的紧密联系加强对用户需

求的把握与了解求的把握与了解，，从而能够从而能够

像线下一样像线下一样，，在用户出现需在用户出现需

求的时候及时响应求的时候及时响应，，只不过只不过

线下一次只能约一个线下一次只能约一个，，线上线上

可以一千个一起约可以一千个一起约。。

在长期种草方面在长期种草方面，，几乎几乎

没有一家传统汽车企业可以没有一家传统汽车企业可以

比肩国家航天局比肩国家航天局。。

近日近日，“，“天问一号天问一号””发发

射成功后射成功后，，国家航天局探月国家航天局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宣布与航天工程中心宣布，，我国我国

第一辆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第一辆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

正式启动正式启动。。百度百度 CEOCEO 李彦李彦

宏也在微博上参与了这一活宏也在微博上参与了这一活

动动，，并贡献了并贡献了““祝融祝融””这个这个

名字名字。。此外此外，，网友提出的网友提出的

““敢探号敢探号”“”“朱雀朱雀””等名字也等名字也

受到了欢迎受到了欢迎。。一个账号完胜一个账号完胜

所有相关报道所有相关报道。。

国家航天局已经发起过国家航天局已经发起过

多次征名活动多次征名活动。。此前此前，，让网让网

友印象最深刻的友印象最深刻的，，是是 20132013

年起名为年起名为““玉兔玉兔””的月球的月球

车车。“。“玉兔玉兔””不但有一个网不但有一个网

友票选出来的名字友票选出来的名字，，还有一还有一

个微博账号个微博账号。。

20132013 年年 1212 月月 11 日日，“，“月月

球车玉兔球车玉兔””发布了第一条微发布了第一条微

博博：“：“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月面巡我是月面巡

视探测器玉兔视探测器玉兔，，你可以叫我你可以叫我

@@月球车玉兔月球车玉兔。。我来自中我来自中

国国，，44个小时后将和嫦娥三个小时后将和嫦娥三

号一起飞向月球号一起飞向月球。。我长得有我长得有

点普通点普通，，但能探测和考察月但能探测和考察月

球球，，会收集会收集、、分析样品分析样品。。这这

是我第一次发微博是我第一次发微博，，希望接希望接

下来几个月里能和大家分享下来几个月里能和大家分享

太空的样子太空的样子。。其实其实，，我有点我有点

紧张……希望这次能完成任紧张……希望这次能完成任

务务。”。”

月球车玉兔的每一条微月球车玉兔的每一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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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光明，道路曲折1

深挖鱼塘，才能养鱼2

内容捕鱼，才是关键3

模式变革，本立而道生4

鱼塘式营销是一种粉丝裂变的营销方式。如果把潜在客户看成鱼，那就建立起一个用户交流的线上圈子，然后把意向人群引向这个圈子，慢慢培养鱼对于产品的兴趣，交流使用心得，而后淡定捕鱼、持续养鱼。换而言之，就是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要考虑客户是谁、客户在哪里，如何借助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并结合线下销售，源源
不断地把客户引流到企业。

如果把直播本身看成是如果把直播本身看成是

品牌种草的内容品牌种草的内容，，那么当前那么当前

作为直播主体的汽车销售自作为直播主体的汽车销售自

身也有问题身也有问题。。直白地讲直白地讲，，就就

是营销话术是营销话术““销售味销售味””太太

浓浓 ，， 难 以 与 观 众 产 生 共难 以 与 观 众 产 生 共

鸣鸣。。

既然是鱼塘式获客既然是鱼塘式获客，，那那

么挖池子么挖池子、、放水放水、、养鱼是必养鱼是必

不可少的前置步骤不可少的前置步骤，，单纯的单纯的

砸钱营销难以获得理想的效砸钱营销难以获得理想的效

果果。。一次卖出一次卖出 288288 辆车的辆车的

““东北二哥东北二哥””从从20152015年开始年开始

说车说车，，6060 元的有偿推介客元的有偿推介客

户加满了户加满了 99 个微信号个微信号。。因因

此此，，没有专业的团队进行长没有专业的团队进行长

期的内容输出来吸引观众期的内容输出来吸引观众，，

就无法长期留住在内容方面就无法长期留住在内容方面

货比三家的长期客户货比三家的长期客户。。

车企也很努力车企也很努力。。车企高车企高

管直播过管直播过、、技术部门工程师技术部门工程师

直播过直播过、、营销部门的营销部门的““小姐小姐

姐们姐们””直播过直播过，，44SS 店销售店销售

更是铆足了劲地希望通过直更是铆足了劲地希望通过直

播多吸引一些客流播多吸引一些客流。。上汽大上汽大

众众、、上汽通用也都和直播领上汽通用也都和直播领

域的头部网红李佳琦域的头部网红李佳琦、、薇娅薇娅

合作过合作过，，进行带货进行带货，，但效果但效果

显然远不如那些快消显然远不如那些快消

品直播带货那么优品直播带货那么优

秀秀。。

但是但是，，如果考虑一下鱼如果考虑一下鱼

塘模式塘模式，，车企就不能一直在车企就不能一直在

直播中强调直播中强调““买买买买买买”，”，而而

是需要考虑一些长期内容策是需要考虑一些长期内容策

划划，，比如来一场比如来一场““慢直播慢直播”。”。

疫情期间建设的武汉雷疫情期间建设的武汉雷

神山神山、、火神山医院就是火神山医院就是““慢慢

直播直播””的典型案例的典型案例。。工人们工人们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日夜奋战日夜奋战，，广大广大

网友虽然不能到现场出把网友虽然不能到现场出把

力力，，但能通过直播镜头成为但能通过直播镜头成为

““云监工云监工”，”，实时观看医院的实时观看医院的

建设进度建设进度。。这场这场““慢直播慢直播””

在疫情期间火遍全网在疫情期间火遍全网，，凌晨凌晨

33点还有点还有30003000万网友在万网友在““监监

工工”，”，网友甚至给不同的工网友甚至给不同的工

程车起了昵称……程车起了昵称……

受车辆价格的制约受车辆价格的制约，，用用

户通过直播下单的可能性并户通过直播下单的可能性并

不高不高。。相比之下相比之下，，

找到一个好找到一个好

的切入点的切入点，，

做一场做一场““慢慢

直播直播””也许也许

起到的传播起到的传播

效 果 会 更效 果 会 更

好好。。

鱼塘式营销鱼塘式营销

博都是以一只小兔子的口吻博都是以一只小兔子的口吻

发出发出。。高度高度““拟人化拟人化””后的后的

月球车受到了无数网友的喜月球车受到了无数网友的喜

爱爱，，这个微博账号将比较艰这个微博账号将比较艰

涩涩、、专业的星际探测内容用专业的星际探测内容用

通俗易通的语言表达出来通俗易通的语言表达出来，，

起到了很好的科普作用起到了很好的科普作用。。

就连就连““三姐三姐””和自己发和自己发

生故障的消息生故障的消息，，这一账号也这一账号也

会和网友汇报会和网友汇报：“：“师父们都师父们都

在使劲想办法在使劲想办法，，不过不过，，我还我还

是有可能熬不过这个月夜是有可能熬不过这个月夜

了了。”。”不少网友看到玉兔机不少网友看到玉兔机

构控制出现异常后的微博构控制出现异常后的微博，，

纷纷表示纷纷表示““被虐哭被虐哭”。”。

可以说可以说，，月球车玉兔的月球车玉兔的

微博账号比任何的媒体报道微博账号比任何的媒体报道

都要成功都要成功，，玉兔每发生一次玉兔每发生一次

故 障故 障 ，， 网 友 都 直 呼网 友 都 直 呼 ““ 心心

疼疼”；”；玉兔每完成一次探测玉兔每完成一次探测

任务任务，，评论里都是评论里都是““小兔子小兔子

辛苦啦辛苦啦”。”。正如网友评论所正如网友评论所

述述：“：“一看见火星车的新一看见火星车的新

闻闻，，就想起了玉兔就想起了玉兔，，赶紧再赶紧再

来看一眼来看一眼。”“。”“拟人化拟人化””后的后的

月球车用月球车用347347条微博条微博，，做出做出

了最好的了最好的““跟踪报道跟踪报道”，”，不不

但起到了信息传递和科普的但起到了信息传递和科普的

作用作用，，更引起了公众的更引起了公众的““共共

情情”。”。

鱼塘模式的核心鱼塘模式的核心，，还是还是

以用户利益为重的顾问式思以用户利益为重的顾问式思

维维，，获得用户的全心信任获得用户的全心信任。。

蔚来汽车的李斌蔚来汽车的李斌，，每天雷打每天雷打

不动准时回答粉丝的提问不动准时回答粉丝的提问，，

与粉丝互动与粉丝互动，，赢得好评无赢得好评无

数数。。

当然当然，，不是每个不是每个 CEOCEO

都喜欢与粉丝直接聊天都喜欢与粉丝直接聊天。。这这

并不是重点并不是重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感也能赢得用户的信任感也能赢得用户的信任。。比比

如如，，汽车企业一直声称注重汽车企业一直声称注重

年轻消费群体年轻消费群体，，在年轻消费在年轻消费

者聚集的者聚集的 BB 站站，，五菱坐拥五菱坐拥

44..33 万粉丝万粉丝，，稳居稳居 BB 站汽车站汽车

品牌粉丝量冠军宝座品牌粉丝量冠军宝座。。五菱五菱

官方账号在官方账号在BB站上点击量最站上点击量最

高的视频是高的视频是《《五菱口罩开箱五菱口罩开箱

大合集大合集》，》，收获了收获了 4545..33 万次万次

播放量播放量。。但值得注意的是但值得注意的是，，

账号中和汽车相关的点击量账号中和汽车相关的点击量

基本只有这一峰值的十分之基本只有这一峰值的十分之

一一。。可以说可以说，，比起专业的产比起专业的产

品和技术品和技术，，五菱的企业社会五菱的企业社会

责任感更为其赢得信任责任感更为其赢得信任。。

相比讨好粉丝相比讨好粉丝，，汽车产汽车产

业自身的改变就是将供应链业自身的改变就是将供应链

与数字化结合与数字化结合，，带给用户直带给用户直

接的利益接的利益，，这才更为重要这才更为重要。。

当前当前，，随着线上随着线上、、线下线下

一体化的改造一体化的改造，，已经有汽车已经有汽车

厂商开始尝试全国统一定厂商开始尝试全国统一定

价价，，以及以及““线上付款线上付款，，线下线下

提车提车””模式模式，，从而扫除汽车从而扫除汽车

销售的地域性这个最大障销售的地域性这个最大障

碍碍。。而随着直播带来的消费而随着直播带来的消费

者与厂商双向互动者与厂商双向互动，“，“消费消费

者连接制造商者连接制造商”（”（CC22MM）） 的的

生产机制也逐渐铺开生产机制也逐渐铺开。。

在在 CC22MM 模式中模式中，，用户用户

能够获得汽车软件和硬件的能够获得汽车软件和硬件的

个性化定制个性化定制，，而厂商也可以而厂商也可以

将物料需求将物料需求、、库存数量和企库存数量和企

业内部物流等环节以数字化业内部物流等环节以数字化

的形式呈现并随时更新的形式呈现并随时更新，，从从

而更好地管理生产计划而更好地管理生产计划，，减减

少资源浪费少资源浪费，，实现市场的实现市场的

““帕累托帕累托””改进改进。。

上 汽 大 通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DD9090通过通过CC22BB模式模式，，邀请关邀请关

注其账号的注其账号的 6060 万用户参与万用户参与

到到DD9090车型的设计车型的设计、、开发过开发过

程中程中，，从而加强和用户的互从而加强和用户的互

动动 ，， 培 养 了 一 批培 养 了 一 批 ““ 死 忠死 忠

粉粉”。”。最终最终，，共有共有 3112531125 名名

用户参与互动用户参与互动，，上汽大通通上汽大通通

过过 11191119 次深度访谈次深度访谈，，根据根据

用户的建议打造出了用户的建议打造出了DD9090。。

而 在 更 长 远 的 未 来而 在 更 长 远 的 未 来 ，，

““智能车联网智能车联网””与与““共享出共享出

行行””的概念的概念，，或许也可以在或许也可以在

鱼塘里发挥以内容来养鱼的鱼塘里发挥以内容来养鱼的

作用作用。。

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微博账号也微博账号也

好好，，直播带货也罢直播带货也罢，，从社会从社会

学的角度来看学的角度来看，，都是都是““互动互动

仪式仪式”。”。在在““互动仪式互动仪式””的的

概念里概念里，，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相互关注和

情感连接情感连接，，能够形成与认知能够形成与认知

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

让参与者有信心让参与者有信心、、热情和愿热情和愿

望去参与他们认可的活动望去参与他们认可的活动。。

所以直播并不仅仅关乎所以直播并不仅仅关乎

““买买买买买买”，”，更代表强大的传更代表强大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播力和影响力。。谁能和用谁能和用

户户，，尤其是年轻用户产生这尤其是年轻用户产生这

种种““强联结强联结””关系关系，，用户成用户成

为其拥趸的可能性就更大为其拥趸的可能性就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