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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案例
3. 竞争

1. 生态

品牌幕后博弈

直播的
“阶级社会”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胡左浩看来，以薇娅为例，
网红自身拥有的选货能力、
专业找产品买点的能力、
做剧本的沟
通能力和面对镜头感的表演能力以及淘宝推广的力度是网红成
功“吸粉”
的关键因素。
继 2020 年 4 月 1 日首秀斩获

试水，但更像是偶然行为，缺乏系

1.1 亿元销售额首战告捷后，罗永
浩就开始不断“跳水”。

统性规划。
以薇娅、李佳琦为代表的达

据新抖数据统计，4 月 10 日第

人带货则是电商直播的主流模

二场，罗永浩直播间当晚销售额

式，主播凭借流量优势从品牌方

约 为 3524.05 万 元 ，环 比 下 降
67.9%。单场音浪（抖音的虚拟币）

争取低价，通过秒杀创造单位时
间内商品的销售纪录。在清华大

3237.27 万，环比下降 10.8%。4 月

学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胡左

16 日晚，第三场罗永浩直播，因为
“一加”发布新机加持，预估销售

浩看来，以薇娅为例，网红自身拥
有的选货能力、专业找产品买点

额升至 5715.9 万元。不过单场音

的能力、做剧本的沟通能力和面

浪跌至 640.92 万，参与围观人数也
从 上 一 场 的 1142.72 万 人 缩 水 到

对镜头感的表演能力以及淘宝推
广的力度是网红成功“吸粉”的关

840.48 万。

键因素。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罗永
浩出圈本身就是成功的营销事

头部主播的吸金速度让人侧
目，焦虑和变化也如影随形。此

电商直播：
红人、
流量
与平台的赛跑游戏

如果说主播是销售员，平台

同说。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暴发后，
商家自播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编者按/ 从 2015 年底淘宝试水直播业务开始，到新冠疫情
表面上看，品牌要找谁、愿意

公司 CEO、市长、县长等政府官员

付多大代价，是直播产业链最根

也跑步进入直播间，携程梁建章

本的原动力。但事实也并非如

就不惜古装扮相到一线带货。不

此，头部主播和品牌的关系既是
合作，也是博弈。货品独家、价格

过在业内看来，老板亲自上阵虽
然有利于鼓舞士气，在供应链端

必须是一段时间内的低价，赠品
等等都是主播和金主谈判的重要

拿到更优惠的价格等，却并非长
久之计。

直播带货全面爆发，电商直播仅用了四年，完成了商业模式的萌
芽、
探索与市场教育。
初代网红罗永浩（亦称老罗）出圈带货更成为一个分水岭，
将电商直播直接演绎成群体性网络事件。
围观罗永浩带货之外，背后一系列的商业问题更值得探讨：
网红经济是不是救命稻草、电商直播会像曾经的一个又一个风
口，迅速爆发、
快速陨落吗？李佳琦、
薇娅、
快手辛巴等头部网红
条件。
已然过度强大，而腰部、
尾部的小主播的生存空间何在？品牌如
何在与主播的博弈中实现价值转移，
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据淘宝直播资深总监漫天透

头部主播的坑位仍然排
队。接近罗永浩的内部人士透

露，2019 年商家自播和达人带货
的交易额占比约为 3:7。不过他认

露 ，罗 永 浩 首 批 开 放 合 作 ，第 一
拨就签了 50 多家，后面几期都处

为 2020 年这两个方向都会有大幅
发展，
会出现更多深度合作。

于消化状态，和某品牌合作的专

老板亲自上阵带货在业内也

场也是很早前就谈好的。虽然

有不同的声音，良品铺子股份有

刚刚开始带货的老罗还在摸着

限公司董事、总裁杨银芬就表示，

本期商业案例，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电商直播产业链
上的主要玩家，尝试从主播、平台到 MCN 机构（将平台下不同
类型和内容的优质 PGC 或 UGC 联合起来，以平台化的运作模
式为内容创作者提供运营 、商务 、营销等服务 ，帮助 PGC 或
UGC 变现），还原眼下直播电商的真实生态。值得注意的是，电

前李佳琦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商直播不再是简单的衍生商业模式，它后面的消费者需求、
传播

个人吸金效率也让人咂舌。

采访时就表示，自己红的不算快，

链路、
人货场结构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石头过河，但有些游戏规则是明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在公司

确的，比如优选 500 强企业，关系

里面，我最大的职责不是卖货，还

户优先（此前关系就比较好的品

有更重要的事。卖货是 COO，管

牌），化 妆 品 这 个 类 目 基 本 也 是

运营的同事的事情，他需要我帮

拒绝的，以老罗的人设不适合带

他站台的时候，我可以尝试，但不

化妆品。
一位曾经和李佳琦合作过的

会主动做这个事情。
”
无论是商家自播还是达人带

品牌告诉记者，和李佳琦合作是

货，
最终都要看投入产出比。

之前做抖音就很拼很努力，
“ 入行

永浩直播坑位费（单独产品上架的

电商直播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生

费用）标品 30万元，
非标品60万元，

活”；2020 年春节受疫情影响，李

CPS（销售额提成）20%~30%。以20

头部主播和品牌的关系既是合作，
也是博弈。货品独家、
价格
必须是一段时间内的低价，
赠品等等都是主播和金主谈判的重
要条件。

就是商店，终极金主还是品牌和
厂商。

件，一方面为抖音打了超级广告，

从网上流出的报价单看，罗

C7

佳琦只停播了 12 天，薇娅则只在

个坑位计算，
一场坑位费收入即在
800 万元出头。再加上抖音 6000 万

短暂的修整后，1 月 31 日就用手机
复播了。

元签约费，
音浪收入分成（1 音浪等

“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感”，
从网

于0.1元人民币），
罗永浩的首场直播
收入至少在9000万元以上。

红成功转型主播、有自己的服装品
牌，
开电商公司，
网红雪梨告诉《中

选货，
带货的效果也不错。

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品牌商直播

据一位老罗的商务合作伙伴

国经营报》记者，
不管是做红人、模

不过在苏同看来，这个过程
中也有很多坑。企业应该首先明

的目的以及其具体的执行方
式。”徐云峤认为，品牌商现在和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老罗
开放直播招商的第一周就是一坑

特、创业者、公司管理者，还是主
播，
危机感一直存在。
“商业环境在

确，不能盲目跟随 KOL。合作的

头部直播间合作，更多的是品牌

过程中存在品牌和 KOL 之间的博

宣传的目的，看重的是短期流量

弈，任性的头部和被动的品牌之

曝光以及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类

间其实是挑战。比如在李佳琦和

似 品 牌 广 告 投 放 ，其 效 果 不 是

薇娅的直播间里，很有可能同一

ROI（投 资 回 报 率）能 够 完 全 反

场直播是你的竞品或者单品之间

映的。

值得，因为他们确实在很认真的

2019 年 11 月 29 日，杭州，某线下活

“品牌、厂商选择直播电商的

动结束后，薇娅、李佳琦拿起手机玩

难求，
品牌商堆在门口等见面，
“60

变，用户在变，2017 年第一次直播

万元只是一开始的基础报价，一

女装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直播

些品牌的合作费用远不止于此”。
相比业界网传李佳琦的 5 万
坑位费，老罗的坑位费算是天价，

自拍。

怎么去做，去年 8 月份团队开始发
力直播，即使成功转型，也还在压
力下继续摸索打法和模式。
”

的竞品，同一品类不同品牌的竞
不过他自己回应说，很多 500 强企

头部很拼，
更多的腰部主播还

业找过来，根本不要求销售量，只

在努力挣扎中。最近复出的超女

争很惨烈。
要求介绍优质新品就支付品宣费
用，
“ 无论人群目标、核心品类还

唐笑目前还是新人主播。2 月 15
日唐笑开始了第一次淘宝直播，
目

罗永浩宣布进军电商直播
放话要做“带货一哥”！李

是商业模式，我们都跟那些所谓

前粉丝量 18.3 万。唐笑告诉记者，

佳琦，你怕不怕？

网红电商直播差异化明显。
”
搜狐 CEO 张朝阳也给罗永浩

从第一场销量没有破万，
到现在最
高峰值一场做到了 40 多万元，
每场

资料来源：本报资料室

点赞，他认为罗永浩改变了商业

都在不断总结，
复盘经验。

模式：从李佳琦带货、李子柒视频

“艺人转型直播也需要专业

火爆，到罗永浩卖手机，商业形态

度”，唐笑的深刻体验是“讲述不

在不断迭代和演化。青桐资本投
资总监徐云峤认为，罗永浩之前

够到位，网友会直接喷你，会说你
不专业，是直面的批评。你讲的

的经历让他有很多粉丝基础，这
些粉丝可以撬动最初的品牌招商
谈判能力，也是现在他直播带货

集中。在刺激罗永浩入行的那份

中长尾网红合作带货。效果如

的。苏同注意到，李佳琦也有卖
的产品说很久也没能卖完的情

何，一方面在于产品本身质量，也
和产品与网红的契合程度高度相

况。
“ 不同的主播之间，对客单的

关，还要考验后续店铺线上运营

价格和人群的价格也都是有限
的。像快手系很多头部主播，客

能力，有没有合理的引导关联销
售，
复购等。

单价就只在几十块钱，一旦到 150

“网红是一种属性”，张宇彤

是不是真实到位，你自己有没有
试用过，就会直接反映在大家的

效应明显，生态亚健康。职业主

为，
“ 再造一个李佳琦、薇娅已经

感官和购买转化上。
”

播带货能力二八分化严重，腰部

不太可能，总体趋势是流量和品

主播稀缺明显。

牌都更优先流向头部，不过腰部

套设备最好的直播系统，但一个

头部坐在火山口上疯狂赚
钱，腰部必须很努力保住现在的

更是性价比之选。不断有新人涌
进来会加速迭代，如果扶不起来

明显的软肋是以薇娅、李佳琦为

位 置 ，更 是 这 个 行 业 的 真 实 写

只能很快换人。
”

个意义是开辟了知识性网红带货
的赛道。此前许知远在淘宝直播

这需要品牌从营销的目标出

让你的品牌成为网红。借助网

发，去高效地选择 KOL，而不是只
看粉丝量和人流量，需要仔细考

红的关键是与品牌调性一致，营
销宣传激活网红资产进而获得

虑他的粉丝人群是否和你的品

销售转化。

但人人皆可播并不意味着人人都
能赚钱”。
一家 MCN 机构的合伙人认

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淘宝
直播是目前业内生态最完善、配

进 一 步 提 醒 ，要 用“ 网 红 ”，更 要

照。
“ 疫情虽然加速了直播爆发，

著名的招商证券关于直播行业的
研报中指出，淘宝直播头部主播

额很高的原因。
罗永浩出圈带货很重要的一

很多品牌也选一些爆款单品，和

战绩虽然很好，也不是万能

块以上，
就很难卖了。
”
代表的头部主播占据的资源过于

在他看来，除了头部直播间，

牌、产品匹配。
“ 很多品牌今天找

徐云峤认为，未来趋势很可

完薇娅，找完李佳琦，可能下一个

能向品牌宣传和头部主播合作

月再来。如果不能和线上的消费
者做到持续、高频的沟通，那花费

（薇娅、李佳琪等大 V）+ 腰部网红
带货+ 常规化店铺直播相结合的

和所谓的数据就全部浪费了。”苏

方向发展。

观察
2. 布局
从“野蛮生长”到
“多国厮杀”

红人带货的本质是供应链比拼

业内普遍认为，
签约罗永浩等于抖音高调入场直播带货，
在此之前，
抖音直播带货一直缺乏代表人物。至此淘宝、
抖音、
快手在电商直播
上的三国杀正式放到桌面上。
主播在前台厮杀，背后则是
各个平台的明争暗斗。

新人、MCN 机构不断入场的
同时，
他们可能关心两个问题，
如何

们的服装是固定的每月店铺上新，
现在除了原有的固定上新，也会在

量变现，但在电商直播的态度上

代表人物。至此淘宝、抖音、快手

包扶持生态伙伴。或许正是看到

快速赚到第一桶金，怎样长盛不衰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提前开款，针对

却相当不同。

在电商直播上的三国杀正式放到

头部、腰部分布悬殊的软肋，淘宝

一直红下去。

直播间设置专门的优惠价格”。以

桌面上。

特别强调，中小主播的成长将成

薇娅、
李佳琦各有各红起来的

刚上新的小雏菊系列为例，目前已

无可否认，
2020 年春天的新冠
疫情给直播带货带来了新的行情。

2020 年的重点，一年内将帮助 10
万名淘宝主播实现月入过万元。

秘诀，
不过稍加观察，
红人带货比拼
的能量场已经发生变化。

经销售了9万多件。
张宇彤认为网红带货赢得转化

据艾媒咨询报告显示，46%的

快手很早就表现出独立做电

用户每周会观看电商直播，约有
25%的直播电商用户每天会观看

商直播的意愿。2018 年上线快手
小店，陆续与淘宝、有赞等第三方

电 商 直 播 。 2019 年 直 播 电 商 总

平台打通。不过到了 2019 年开始

隔离期无法进行有效的线下

竞争对手和局面也在变得复

去年年底就有消息传出，薇娅

GMV（网站成交金额）约超 3000

变了，疏远了大部分电商平台，要

交易，
最先爆出强需求的是受到疫

杂，除了已经放在台面上的三国

母公司谦寻开始筹划“超级供应链

电商带货则重新定义了红利，从最

亿，
未来有望达到万亿体量。

自己做电商闭环的意图十分明显。

情影响的滞销农货，
继而复工复产

杀，更多对手都在加码，拼多多、

基地”
，
将薇娅积累了超过三年的供

初的人口红利向流量红利、
价值观

万亿体量足以让各路平台，
尤其是增速连续环比下降的电商

在罗永浩出现之前，
抖音在电
商直播上的态度一直表现暧昧。

的需要进一步转向线上。触觉灵
敏的阿里巴巴自然不容错过，
淘宝

京东也迅速补课电商直播，和淘
宝不同，拼多多的直播更侧重货

应链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线下选
品基地。这意味着更多主播将可以

红利逐步转移。
一次两次卖爆可能拼的是主播

血脉贲张。在淘宝内部，
电商直播

2020 年 2 月，
字节跳动在接受《中国

直播内部很快进入战时状态。

找人而不是淘宝的红人模式。

和薇娅共用一套供应链。

的口才和个人魅力，而长远看更多

被认为是新的流量入口。2019 年

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还表示，
“行业

淘宝直播云工作项目负责人

克劳锐总经理张宇彤在近期

背后的逻辑是直播选品模式的

是贩卖主播的价值观。优秀的主播

“双十一”
当天，
直播引导的交易额

内公开做直播电商的，淘宝、快手

简柔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年

一场行业的内部分享中，谈到各

变化，
从传统的
“货找人”
转变更高效

做的事情是聚合粉丝，用自己的喜

达到 200 亿元，
天猫、
淘宝总裁蒋凡

都 是 ，我 们 和 他 们 还 是 有 区 别

好、
价值观选品，
利用流量优势争取

的。
”
据招商证券的研报分析，
抖音

个平台的不同。淘宝直播供应
链、物流成熟，信用保障体系强；

的
“人选货”
。随之而来的也是薇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对电

前的整体业务规划在做一些促进
生态的方案，但疫情以来让这些

生意模式的升级，
做服装批发锻炼的

优惠价格。一个被李佳琦拒的品牌

商直播的看重，
将其归为推动交易

的电商变现是多条腿走路，
一是对

东西都提前了非常多”。为了接

京东的优势则是物流速度和售后

识货选品能力，
是薇娅最初成功的核

商就告诉记者，他拒掉你会告诉你

额增长的三大原因之一。

接第三方平台，
比如和淘宝的相爱

住这波红利，只用了几天淘宝直

服务完善；与电商平台相对应，抖

心因素之一。一旦开放供应链基地，

理由，比如你的产品定位不符合他

相杀；其次收取交易佣金，同时自

播就拿掉了原有的入驻门槛，还

音带货的优势是用户下沉，老铁

意味着薇娅的生意上升到供应链层

的粉丝定位，
这一点很负责。

建的抖音小站也在孵化培育中。

给新出现类型的生态伙伴增加了

文化，信任度高；抖音的特点则是

新的入口。

算法推荐流量高，带货模式是短

面，
个人优势进一步放大。
并非只有薇娅有这个意识。克

的时长有限，直播电商的流量也有

视频种草吸粉，
直播间拔草。

不过电商直播的开始却没那
么风光。据业内人士回忆，杭州

率的关键点是“信任关系的建立”，

在徐云峤看来，用户观看直播

下沙大学城和九堡服装基地交汇

不过抖音并不甘心单纯做卖

的九桥尾货市场，是电商直播最

流量的生意，自己流量自己赚钱

“疫情期间，线下实体零售受

劳锐总经理张宇彤注意到，网红雪

天花板，但现在这个天花板还远远

初的发源地。受到拼多多的影

显然效率更高，电商业务亦是如

影响严重，C 端购买行为向线上倾

“网红直 播 在 接 下 来 几 年 都

梨在直播间就经常征求粉丝们的意

没到来。从供给端来看，很多优秀

响，服装尾货商家生意不好，开始

此。据业内人士透露，2020 年开

斜。同时疫情期间，淘宝直播、快

会 持 续 ，”华 扬 联 众 数 字 技 术 股

见，
喜欢的颜色、
花样、
图案，
这等于

的直播间已经进入良性循环，流量

尝试在淘宝上直播买衣服。一开

始，抖音加快了抖音小站的推广

抖等平台对于直播板块流量大力

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苏

同时完成了初步的用户调查，在服

越多，
招商能力越强，
拿到的品牌合

始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但是坚持

速度，投资 MCN 机构也在加速。

扶持，加之 C 端闲暇时间更多，观

同认为，这和在移动互联网生态

装打样、
选货时会更精准。

作越好，价格美丽，流量就更多，能

做三个月以上的人，每年的直播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 21

看用户数和在线时长双双暴涨，
带

里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关，年轻

收入开始在几万元以上，这被称

日，字节跳动投资 MCN 机构风马

来了一波流量红利。
”
徐云峤认为。

人对这些东西有天然的直觉。

“大牌、
爆款不是唯一的选品标准，

做淘宝直播的 1.0 版本。

牛传媒，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的全

从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
一直

“不仅是淘宝系的李佳琦、薇娅，

好用、
性价比高的小众品牌，
也会介

播的动力，
很大一部分回答是货多、
价格便宜；
“所有女生”
想到李佳琦，
首先想到口红和美妆。他们比拼的

《2020 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

雪梨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资子公司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

对直播带货欲说还休的抖音为什

从抖音，快手再到小红书、B 站，

显示，淘宝直播连续三年成交额

公司成为新增股东，
持股 25%。

么快速出手扶持了罗永浩。电商

微信大家都在齐头并进，并非唯

绍给粉丝”。雪梨直播间一个很重
要的变化是提前开款。

增速超过 150%。即使如此，淘宝
仍然难以绕过抖音、快手两个富

业内普遍认为，签约罗永浩
等于抖音高调入场直播带货，在

直播的抢人大戏已经开始，
此前淘

一现象。后面代表的是新的一

据雪梨透露，今年会更极致地

宝直播发布年度战略时，特别谈

代，对品牌，社交以及人之间的认

打性价比和反向定制，这也是服装

矿。两者嫁接电商的初衷都是流

此之前，抖音直播带货一直缺乏

到，未来一年将投入 500 亿元资源

同度的改变。
”

以及供应链重要的竞争点。
“以前我

够持续给C端提供高性价比产品。
如果你问
“薇娅的女人们”
看直

其实是直播间货架背后的供应链，
以
及在粉丝心中形成的
“肌肉记忆”
。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 李立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