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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要做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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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要做直播带货

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丰收是大家非常期盼的

大喜事.但丰收之后,并不一定会收入增长,因

为,只有农产品真正销售出去,真正把农产品又

快又好地送到消费者的手里,这才真正实现了

“丰收＋收入增长”双目标.有些优质的农产品,
由于产地位于交通不便、信息不够通畅的地方,
就好像一位花容月貌的漂亮姑娘,到了应该出嫁

的年龄,却 “养在深闺人未识”,错过了最好的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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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丰收却没人来收购,销路受阻怎么办?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样的难题也逐步有了

解决办法,特别是今年,直播＋短视频带货,更

是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热门销售手段.
这波带货热潮,不仅有各地方政府 “试水”

参与,还有各短视频平台的各种惠农政策积极鼓

励,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模式,很多优质农

产品走出大山大河,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电商直播极大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和发展

空间.农民朋友的手机越来越发挥 “新农具”的

优势,帮助农民朋友灵活多样地销售农产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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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发家致富.
不仅如此,与手机及互联网相关联的农产品

电商数据也正在成为 “新农资”;而制作短视频、
直播也成为了 “新农活”,越来越被农民朋友们熟

练运用,成为农产品销售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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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让直播间人气大涨

我们想通过直播卖农产品,首先要考虑的是

直播流量.没有流量的直播就是自己照镜子,自

娱自乐,再好看也没有用.下面我们就用以下三

点来告诉大家,如何让直播间人气涨起来.

１图文预热＋直播

做直播前,可以提前１~３天或当天发布图文

直播预告.我们以某知名 “三农”达人的直播预

热微头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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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短视频预热＋直播

一个新账号刚开始做直播,流量是比较少的,
怎么办呢? 可以用短视频预热 (引流)＋直播

(转化)的组合玩法来带农产品,两者联动,可以

起到一个很好的互补作用.具体的分工如下:
(１) 短视频预热小组的具体工作内容

打造账号人设、拍摄农产品从无到有的生产

过程、介绍农产品知识,另外,还可以介绍视频

出镜者和农产品之间发生的故事等.主要的目的

除了给直播间引流,还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消

费者知道,你家的农产品是原生态、健康无污染

的,让消费者对你和你带货的产品产生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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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产生下单需求.
(２) 直播小组的具体工

作内容

直播时,主播与观众进

行实时交流.这种方式拉近

了主播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让消 费 者 可 以 实 时、动 态、
全方位地了解农产品.直播

时主播需要使用适当的话术

和促单技巧,这样做可以降

低消费者决策成本,从而激

发消费者下单的意愿!

３直播预告的话术模板

直播前一天,我们需要拍摄３０
秒以内的直播预告视频,因为我们

一定要提前让粉丝知道,我们要开

始直播了,这样他们也好做准备,
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观看直播.

下面是一个直播预告模板 (可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灵活运用).
模板: 你是谁＋直播时间＋直播平台＋什么

产品＋优惠活动＋提醒粉丝设置闹钟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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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大家好,我是×××,今晚２０ ００我将在×××

平台直播,到时我会介绍我们家乡的特产×××,
今晚我们会安排１元限时秒杀１００份的活动,大

家记得设置今晚２０ ００的闹钟,来我直播间参与

抢购哦!
直播预告视频拍摄流程安排如下:

直播预告视频脚本 (简版)

时间 场景 景别 台词

５秒 仓库 全景 　我是×××,今晚２０ ００我将在某某平台直播

３秒 仓库 特写 　我们家乡的特产×××

３秒 仓库 中景 　今晚有个１元限时秒杀１００份活动

４秒 仓库 全景
　大家记得设置２０ ００的闹钟来我直播间参与

抢购哦

直播术语解释:
脚本: 每个火起来的短视频背后,都是有一

个拍摄文案的,这个文案就是脚本.拍摄脚本的

意思可以理解为,对需要拍摄的对象进行设计和

策划的内容.我们拍摄的时候,有脚本就不容易

混乱,拍摄过程中会顺利很多,而且能提高拍摄

效率.



手机助农直播带货一点通

０８　　　　　

话术: 指说话的艺术.直播时,针对不同场

合,需要使用不同的说话技巧,以达到与观众良

性互动的目的.
景别: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通常会有不同

的场景,不同场景对应不同的景别.景别,可以

理解为视频画面因取景范围的不同造成拍摄的主

体大小的差异 (见下图).

４社群＋直播

很多做农产品推广的朋友,会建立自己的粉

丝群.在完成一次交易后,会说服下过单的消费

者加入到老客户粉丝群,然后告诉消费者,粉丝

群经常会有优惠活动.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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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便用户复购;二是直播开始时可以把直播链

接分享到自己的社群引流.

建立有一定粉丝量的活跃的粉丝社群可以有

效地实现直播间的流量冷启动和扩散,这个很重

要! 很多人直播的时候担心自己的账号没流量,
如果建立了活跃的社群,就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

粉丝群里,实现直播间冷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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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选择适合的农产品爆品

直播营销,成功的关键点是要有好产品.再

火的直播,如果没有好的产品用来销售也是不行

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品,或者说,哪些农

产品适合做直播营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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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产品大众化

如果我们想让一款农产品卖爆,产品最好选择

大众化且为刚需的类型,例如脐橙、芒果等.这些

水果老少皆宜,因为产品的受众人群多少,就决定

了市场容量大小.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热

销的农产品虽然市场需求大,但是意味着竞争压力

也大,更需要自己的产品有亮点、有特色.

２价格实惠

价格实惠,这并不是要和别人打价格战,而是

说,需要选择合适价格区间的农产品.爆款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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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区间一般为６０元以下,在这个区间,必须

做到产品质量过硬而且又为大家所需要,也就是要

做到性价比最高.越能迎合大众的需求,就越能降

低消费者购买的决策成本,更容易产生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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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合适＋味道好＋好的服务,最后通过直

播营销,更容易产生爆款.

３复购率高及复购频次密

我们都知道,农产品本身利润不大,想要持

续性赚钱,那么复购率就很重要了.我们拿水果

举例,在农产品行业中,水果的复购率是比较高

的.在直播时,选这样的产品进行推广,比较容

易有延续的购买率.

例如脐橙这类大众化水果,很多人买了第一

单,如果觉得你的产品价格不错,服务好,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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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一般一周内还会找你复购,再买几箱.

但是有的农产品,它的用途就决定了它的复购

率短期内不如快消品那样高,复购周期会比较长.
如茶油,即使产品质量很好,复购频次也不会太

高,一般一个月复购一次,就算比较成功的了.在

做直播营销时,需要了解不同产品的复购规律.

４适合运输

我们在直播选品的时候,要知道并不是什么

农产品都适合长距离运输的.运输途中,不耐储

存,易碎或者容易因挤压造成破损的农产品,在

长途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产品品质下降,耗损

率过高的现象.如果安全快捷运输这问题解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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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容易让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甚至赔本!

例如西瓜这种水果,它很容易在运输途中发

生破损,这样会让耗损率过大而利润降低.因此,
在选品时,一定要考虑它的运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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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脐橙这类水果,就很适合运输,这个品类

就有可能成为爆款.
总之,选品选得好,可以说就成功了一半,

直播销售农产品,选品环节是重中之重,大家要

高度重视.
最后我们总结下农产品直播选品的要点,一

共４个点:产品大众化、价格实惠、复购率高及

复购频次密、适合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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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过直播让你的订单增长

做直播要解决人＋货＋场的问题

１直播要有主持人 (主持人就是直播的主播)

(１) 如何挑选 “三农” 带货的人

对于直播来说,有个好主播是一场直播最重

要的条件.主播有颜值当然最好,如果没有颜值,
那我们就接地气,真实而且放得开也可以.记住,
我们做 “三农”直播最好不要刻意去演,不然会

很尴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真实的内容往往很

自然,很能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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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什么是人设

人设可以理解为你面向公众的形象.成功的

人设可转化为品牌,也就是IP.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圈中,如果你的朋友

一提到谁在 “三农”领域创业、做短视频什么的,
就会想到你,说明你在他们的印象中的人设标签

是 “三农”、创业、短视频.这也就是你在公众前

的形象,你已成功地在大家面前树立起了人设.

(３) 如何打造人设

在 “三农”领域创业,有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就是接地气.如果大家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合适的人设,建议做最真实、最真诚的自己.



手机助农直播带货一点通

２０　　　　

例如拥有百万粉丝的著名农民网红,某些

“三农”领域成功创业者,他们因每天拍摄农村的

一些生活化的内容,如做农村美食、去果园,或

者拍摄当地风土人情等,获得了粉丝的喜爱.不

要想着去完美地 “渲染”农村生活,真实和接地

气才是关键,一开始拍的时候出现些小问题也没

有关系,粉丝们可能会觉得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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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你视频中的人设就是什

么样子,这样有利于你的账号内容延续更新和发展.
(４) 我的视频要拍什么内容

我们想做好一个短视频带货账号,不能像朋

友圈那样随便拍拍然后发出去,我们需要给大家

一个确定的内容方向.

我们可以从自己熟悉的 “三农”故事入手,
还可以拍摄种植技术或分享在 “三农”领域积累

的其他知识、技能、诀窍等.目的就是让别人认

识你,对你感兴趣,信任你,从而为后续的带货

内容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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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直播要有货 (货就是你要卖的产品)

这里所说的货可分为下面两类:
(１) 自己的货———带自己的产品

如果自己家有农产品或自己家乡有特色农产

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开一个网上店铺

来售卖自己和乡亲们的农产品,时机成熟就可以

开直播卖自己的产品.
好处: 可以控制价格和产品的质量.
缺点: 比较花费精力.既需要去做流量,又

需要去做售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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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卖别人的货———利用好平台带货榜TOP１０
(前十名) 选品

在很多知名的带货平台,都会有当天带货量最

高的爆品排行榜,我们找到排在前十名的农产品,
看下有哪些好的农产品,我们可以在直播时选择带

这些产品.也就是说,自己或家乡没有合适的农产

品,也可以带货,可以带 “别人”的货.
缺点: 自己不能控制价格和产品的质量.
好处: 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操心产品售

前售后问题,精力可以更集中去做内容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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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直播要有场 (场就是你直播拍摄的场景)

我们直播带农产品,例如水果类,直播场地

最好选择在果园或者仓库.这样既可更加生动形

象地展示你的农产品,又因为场景真实,更容易

获得用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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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一场 “三农” 直播的整体流程

直播前

直播预热: 把直播的链接活动等相关内容,
发布朋友圈及短视频进行直播预热,告诉大家你

要直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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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设备准备: 手机 (高像素)、灯光 (室外

可以不用)、三脚架、充电宝、降温贴、音响等

(提前３０分钟把设备调试好).
直播基础素材: 直播封面、直播标题、直播

话术策划.
直播中

(１) 建立信任感

一开播建议不要直接上产品,可以先和直播

间的朋友聊聊天、拉拉家常,例如吃饭了吗? 哪

里人? 然后再公布今天直播的有吸引力的促销

活动.
(２) 营造氛围

用互动来促单,营造直播间热烈的购买氛围.
我们具体举２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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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时抽奖、抢券秒杀

做法: 主播在直播间每隔３０~６０分钟,通过

平台给用户发送一定数量金额的优惠券,例如原

价３０元的产品,通过主播发的１０元限时限量优

惠券,消费者２０元就可以买到这份农产品.
话术１: 直播间的朋友注意了! 不要离开直

播间,我们每十分钟抽一次１０元代金券,点击小

红心关注主播,不要错过抽奖的机会.

点评: 用不断抽奖的手段吸引潜在的购买者,
可以让他们持续留在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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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术２: 大家不要走开,３０分钟后 我 们 派

发优惠券,５分钟内限量５０张１０元 面 值 的 优

惠券, 错 过 了 就 只 能 按 照 原 价 购 买 了, 大 家

不要离 开 直 播 间, 大 家 拼 手 速 和 网 速 的 时 候

到了 !
点评: 预告活动时间及内容,有提醒和留人

的作用.

② 截屏秒杀免单

做法: 很多主播为了增加直播间的活跃度和

气氛,会告诉直播间的朋友在直播间打上１到１０
任意数字,然后直播倒计时１０秒,最后一秒截

屏,截到谁就给谁免单!
话术: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注意了,现在我们

来一场截屏抽奖活动,现在开始你们在直播间评

论１到１０任意数字,我们会倒计时从１０数到１,
最后１秒截屏,截到谁我们就免费送你一箱我们

家乡的××特产.
轮播: 播完最后一个农产品后,再把之前推

荐过的产品快速地轮播一次,可以挑重点产品来

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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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及时数据监控

幕后工作人员需要根据直播人数和销售数据

来及时调整运营策略.以免损失销售利润.

直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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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 收集分析直播观看数量、销售数据和

粉丝反馈的问题,优化下期直播内容.
预告: 告诉粉丝下期卖什么农产品,有什么

优惠活动,给个粉丝持续关注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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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农” 领域直播带货的经典模式

１原产地直播

优势: 可以真实且直观地展现

出产品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水果原产地可以触发消费者的

购买欲望且提高信任度.
缺点: 如遇到酷暑时节,室外

温度过高手机容易关机,人容易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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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仓库直播

优势: 直观地展现农产品发货现场,有利于

刺激消费者下单购买.
缺点: 现场的环境比较嘈杂,直播声音质量

可能会受影响.

３家中直播

优势: 直播方便灵活,把农产

品放在室内桌子上即可开播.
直播音环境相对安静,不嘈杂.
缺点: 不能直观地展现出产品

的特点和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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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直观性 环境安静 效果

原产地直播 ☆☆☆ ☆☆

仓库直播 ☆☆ ☆

家里直播 ☆ ☆☆☆

　　注:直播效果大家可实践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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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农” 直播带货经典话术

１信任型话术

大家记住,在互联网上买东西,靠信任来成

交这点非常核心,也就是我们说的卖货先卖人品.
直播时,我们可运用信任型话术,快速建立

起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感.

话术: 很多人担心我们的水果品质不好,来!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果子都是纯天

然有机种植.我种植这片果园已经很多年.质量品

质这块您放心,来,我现场给大家摘一个,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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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果肉和汁水就知道这水果好不好吃了.

２展示型话术

在直播的时候主播需要把农产

品每个细节都用直播动态化地展现

出来,让消费者全方位地了解我们

的农产品.

话术: 给大家看下我们的赣南脐橙.很多人

担心它不甜,我们用测糖仪来测试下甜度.我们

再来看看这个脐橙果皮的厚度,我们用一把尺子

的厚度和果皮厚度来对比下.最后为了大家看得

更清楚,我们以罐装饮料为参照,分别为大家展

示下我们的脐橙不同角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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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活动型话术

粉丝来看直播,很多人是冲着活动来的,比

如秒杀、买５送５、免费送等.

话术: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为了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今晚２０ ００,原价５斤３０
元一箱,我们今天秒杀价只需要９９元一箱,而

且限量只有１００份.想参与秒杀活动的,点击关

注主播并在评论区评论６６６三个数字就可以参与

直播秒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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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促单引导话术

在直播间,其实还有很多人会

犹豫不决,但是他们又有购买的潜

在意愿,怎么办呢?

话术:

①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这个农产品因

为数量有限,今天只卖１００单,现在还有１０份不

到.如何您想买就抓紧点击下方黄色购物车购买,
不然错过了就没有了!

② 现在我们的买５送５活动时间只剩３分钟

了,还没有抢购的抓紧下单哦! 早点下单早发货,
错过了就要恢复原价了.

③ 这 次 活 动 价 格,我 们 一 年 只 有 一 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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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又要等一年! 大家想买的抓紧点击下方小黄车

购物袋下 单,我 们 会 尽 快 安 排 发 货,先 下 单 先

发货.

５感谢话术

每次直播,有人下单、送礼或给某些支持的

时候,主播一般都会礼貌性感谢.

话术: 谢谢朋友的支持,非常感谢! 我们会

在明天陆续给您发货.您收到货后有任何售后问

题,随时可以联系我,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
我们 现 在 也 快 下 播 了,祝 您 晚 上 做 一 个 好 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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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直播带货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

让消费者信任你从而下单购买.我们直播的

时候,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叫人家买买买,这

样消费者会很反感.
作为铺垫,我们可以先讲自己的返乡创

业故事,介绍种植技术、果园现场的生长环

境.另外还可以教大家如何挑选水果,以及

自己的产品优点和差异化.先让别人认识并

信任你,再叫他们买货会自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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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知名电商平台 “三农” 直播带货扶持措施

１扶持赋能 “三农” 网红

很多知名电商平台,通过平台自身的优势,
在当地扶持一些返乡创业者和农民网红,通过内

容流量培训给他们赋能,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电商

直播运营团队,实现本地可持续发展.农民朋友

可以借助平台的这个助农模式获得支持,建立起

自己的直播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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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通助农、 惠农流量入口

很多知名电商平台,在自己的首页都重点上

线了 “助销扶农”“爱心助农”“农货秒杀”或别

的助农流量入口.消费者可以实现以最便捷安全

放心的方式来直接购买各地原产地的农产品,帮

助 “小农户”连接 “大市场”.农民朋友可利用好

这样的大流量入口做好自己的直播营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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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官方推广、 政策扶持

很多知名短视频平台,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市

长、县长、商务局长、扶贫主任等政府人员,邀

请他们到直播间推广当地的农产品.好的农产品

品质＋政府人员的官方背书和平台的政策导入,
来助力农产品的销售.农民朋友的农产品可以借

助官方推广人得到很好的直播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