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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social software, and
the pursuit of green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acceptance of people buy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Wechat Business will continue to be improved.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literature which can make the specific and complet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agricultural wechat Business.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agricultural wechat busines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deeply agricultural wechat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appearance, quality and service and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buy products by wechat busin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wechat busines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irst, sellers should select the appropriat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nsure high quality, good appearance. Second, they should focus on product’s taste and color,
choose the more beautiful and suitable product packaging and improve logistics speed. Third,
they could combine with marketing online and offline to interact with customers regularly.
Finally, they should establish a product endorsement system to increas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ustome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e find that more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buy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wechat business; there are more new farmers to join the entrepreneurial team. Therefore, agricultural special products wechat business will usher in the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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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以及对绿色农特产品的追求，人们对于通过微商购买
农特产品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然而，目前尚未有文献对农特微商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等做出具体且完整
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借鉴农特微商的相关理论，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农特微商进行了更深层次
的研究分析。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农特产品的质量、外观及服务等多个因素与消费者通过微商方式购买
农特产品的意愿有密切的关系。在发展农特微商的过程中，本文提出了以下策略建议：首先，选择合适
的农特产品，并保证其质量高，外观好；其次，注重对产品口感色泽的培养，选择更加美观且合适的产
品包装，提高物流速度；再者，线上线下结合营销，与顾客进行定期互动；最后，建立产品背书体系，
增加顾客的可信度。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有更多的新农人
加入到农特微商的创业队伍中。因此，农特微商将会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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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政策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在“互联
网+”的发展趋势下，农业电商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电商的模式，使农特产品的销售方
式更加丰富，让“品牌化、商品化、网货化”也成为农特产品的形容词。“互联网+农业”促进了农业电商的
发展，给农特微商创业带来了机遇，同时农特微商也在逐渐成为农业电商发展潮流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1]。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
移动网民数量的增加，带动了移动电商的快速成长，而微商无疑是移动电商时代的产物[2]，其对农特微
商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近几年来，许许多多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创业者产生了，而他们中有很多人选择了回到家乡或去到农
村，被称为“返乡创客”或“新农人”，他们通过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销售当地的农特产品，他们拉近
了农特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改变了许多农户和市场之间的关系[3]。
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物质的追求已不再是温饱的标准，更多的是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绿色”、“有机”、“无公害”……这些词语成为了他们衡量食品的标准尺度。消费者对绿色农特产
品的追求也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为农特微商的发展带来了美好的前景。
“吃货”群体的出现引发了“吃货经济”的产生。许多消费者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产品，对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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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有了一定的要求。而农特微商的出现满足了消费者对农特产品的追求，他们通过农特微商购买到
心怡的产品，再通过朋友圈进行分享。“吃货经济”引爆了新型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为农特微商的
全面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1.2. 研究现状
互联网时代下的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无电商不商务”的话语已经深入人心，随着移动电商的发展
和各种社交软件的出现，微商开启了电商新时代的大门。作为微商的其中一个分支——农特微商正在以
其自身特有的优势迅速成长，其发展已成为一股潮流。农特微商呈现出一种爆发的趋势，它正在以一种
新模式促进农业电商的发展，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产业链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农特微商也对微商的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3. 研究意义
目前尚未有文献对其进行较完整的阐释和分析，本文通过对顾客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的意愿进行
调查统计分析出农特微商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此次对农特微商的研究将会对农业电商和微商时代有一个
新的而且全面的认识，对其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4. 相关文献的论述
毕慧芳(2015)指出农特微商在 15 年爆发的基础是“互联网+”及“一带一路”宏观政策的支持，人
们对食品安全及个性化的重视，新农人的崛起，微销平台的开发与升级等。她对农特微商的发展趋势进
行了较完整的阐述，指出农特微商需建设专业的生产基地，塑造专业的品牌及打造专业的供应链等，同
时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政府的大力支持，新农人的创新，农特微商的发展更加完善和成熟[5]。
邓婧(2015)指出了由于微信平台的门槛低、精准化、跨团队等特点，吸引了大量“微友”纷纷加入到
微商创业的队伍中来，因此在微商的发展中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其中，文章提到微商是一个跨互联
网、农业基地、物流供应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商业链。微商将会给农特产品的销售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
同时社交平台便利实惠的条件无疑为农特微商提供了基础及促进了农特微商的发展[6]。
王丹(2015)从农业生产，农业经营，农业流通渠道，农业服务等方面阐述了“互联网+”对我国农业
的影响。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相关技术例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能够有利于改善基层农机状况，
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能；利用互联网资源能够形成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有效的解决农产品买难
卖难的问题；提供农产品电商平台，增加新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利用网络营销的方式能够迅速建立
农产品品牌；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农业电商的文件，大力支持企业建立农业服务平台，推动农
业电商的快速发展，通过互联网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察体系，努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互联网+农业”
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成熟和完善，为传统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7]。
从以上文献中得出，农特微商是从农村电商及微商等多个方面相结合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电商
模式，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完善和宏观政策对农村电商的大力支持使农特微商迅速兴起。农特产品绿色健
康，微商门槛低，且顾客的忠诚度往往更高等特点也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农特微商的创业队伍中。农
特微商的出现使得农村电商有了更完善的发展，更好的解决了农户卖难和顾客买难的问题。但在其快速
发展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对产品质量，物流，支付安全等方面加以重视和监管。

2. 农特微商的概念及与传统农特产品的比较
2.1. 农特微商的基本概念
农特产品是由于土壤环境，地方气候，物种资源等方面的条件优势在特定地区种植和生产出来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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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产品[8]。这些农产品本身往往具有地域属性和地域文化，例如赣南脐橙，洛川苹果，焦作铁棍山药，
梅州金柚……往往代表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包含着深深的地域情怀。农特微商，即利用微商销售农特产
品的一种电商模式。农特微商并不是简单的在朋友圈卖农特产品，它是通过一种社交电商加微电商及微
店的模式来销售农特产品，它是一个涉及农业、互联网、物流等多个商业领域的产业链。

2.2. 与传统农特产品电商的比较
商业模式。传统的农特产品电商往往是像淘宝，天猫一样的 B2C 和 C2C 的电商模式，农特微商同样
也包括 B2C 和 C2C 微商，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是 B2C，基于朋友圈开店的是 C2C。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
农特微商基于微信连接一切的能力，实现商品的社交分享，熟人推广与朋友圈展示。因此，农特微商可
以说是集移动与社交为一体的新型电商模式。
营销的成本与策略。对农特产品本身来说，保存时间短，时令性强且利润较低的特点来说，传统的
农特产品电商因其是以专业电商网站为平台，一般入驻门槛高，投入费用较高，对一些新入门的电商人
来说负担较重。而农特微商使用的微信平台有着低门槛、投入低、热销度的众多优势，这些特点吸引了
很大一部分草根创业者入驻微商，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农特产品带来的一部分损失，保证了创业者对利
润的要求。在对产品的传播方面，农特微商通过自我传播，是每个顾客都能够成为新的传播媒体，大大
降低了推广的费用。
电子商务强调的是营销，而传统的农特产品电商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电商人不择手段拼价格拼服
务获取流量等等，这些对传统的农特产品电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对于农特微商来说在营销方面重要的
是与顾客建立关系，获取精准粉丝。微信公众号的精准定位服务使每位粉丝体会到无微不至的服务，让
顾客自我驱动，实现真正的精准服务。客户的信任是做农特微商至关重要的，农特微商通过微商好友进
行宣传推广，这就大大增加了客户的信任。客户再通过其朋友圈进行分享这样就无形中在扩大了产品的
知名度。
价值观念。传统的农产品电商一般是以产品为中心的，新鲜、时尚、优质的农特产品自然吸引了不
少顾客的青睐。农特微商则是以人为中心，注重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形成与顾客之间的高度互动。移动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迎来了社交时代，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核心的东西。农特微商在注重产
品的前提下，通过关系获得信任，再通过信任卖出产品。在社交购物的微商时代，农特微商也在追求关
系深度，顾客不需要太多，但是要把粉丝的关系深度挖掘的更深，维系老顾客，提升购买农特产品的频
率，从而使顾客形成持续购买。

3. 基于消费者意愿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3.1. 调查及统计及现状分析
为了更深入分析研究农特微商的现状及其趋势，对此进行了一次调研。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消
费者对农特微商的感知和态度，得到某些关于农特微商的影响因素，从而分析其目前及未来的发展状况。
本次通过互联网发放问卷共 300 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共 258 份。本次研究中共设置了 6 个度量变
量，包括感知产品质量、感知产品外观、感知便利性、感知产品价格、感知可信度及顾客购买意愿，问
卷对每个测量项使用 Likert5 分量表进行衡量，按照用户的强烈程度，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分别对应 1~5 分值，从而对被调查者做出有效判断。
(1) 信度检验
在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前，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此次调查进行信度检验。本文采用克朗巴
哈信度系数即 Cronbach’α 系数来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若一分量表有 n 题，题中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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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此量表的标准化 α 系数计算方法见下式：

α nr ( n − 1) ⋅ r + 1
=
本文主要采用 SPSS 软件得到各测量项的信度，分析结果如下表 1 所示，样本总体的标准 ɑ 系数值
为 0.948 (>0.7)，各变量的系数值也大于 0.7，说明其问卷调查结果的数据满足信度的要求。
(2) 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 SPSS 软件的 KMO 样本测度法和巴特利球体检验法(Bartlett)对调查数据进行因素分析检验，
分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一般情况下，KMO 值越大则越适合做因素分析，当其值小于 0.5 时，不适合进
行因素分析。
如表所示，本次调查结果的数据经过分析得出各变量的 KMO 值在 0.500~0.764 之间，总体为 0.940，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值均为零，其数据满足对效度的要求。
(3) 相关分析
通过以上对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分析，可以得出问卷是具有较高可靠性的结论，因此可以继续做
进一步研究分析。本文通过相关分析法对涉及消费者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的因素逐个分析。若有两个
变量 X 和 Y，当相关系数为 0 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无关，当为 0~0.2 时为极弱相关，0.2~0.4 为弱相关，
0.4~0.6 为中等程度相关，0.6~0.8 为强相关，0.8~1 为极强相关。简单相关系数即皮尔逊相关系数描述两
个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计算方法详见下式，其中 N 为样本数，U 和 U 分别为其中一变量的样本及均
值，V 和 V 分别为另一变量的样本及均值。本文得到问卷中感知质量(A1, A2, A3, A4)、感知产品外观(B1,
B2)、感知便利性(C1, C2, C3, C4)及感知可信度(D1, D2)中各要素与消费者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的意愿
(E1, E2)的相关性强弱。各要素具体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

∑ i =1 (U i − U )(Vi − V )
N

r=

∑ (V
N

−V )

2

∑ (U i − U )
N

2

i
=i 1 =
i 1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scale
表 1. 量表中各变量的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Cronbach’α 系数

感知质量

通过其购买的农特产品种类更丰富
通过其购买的农特产品更具地方特色
通过其购买的农特产品味道更醇正
通过其购买的产品质量更好

0.786

感知产品外观

购买到的农特产品包装会更加精美时尚
购买到的农特产品外形会更加漂亮

0.744

感知便利性

通过其购买物流更快
通过其购买能够更加深入了解产品
通过其购买的流程更简单化
通过其购买的服务更加体贴周到

0.770

感知可信度

该购买方式支付更加安全
该购买方式售后保障更可靠
该购买方式更值得信任

0.783

顾客购买意愿

通过其购买农特产品的意愿很大
将来会偶尔尝试其方式购买农特产品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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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 values
表 2. 量表中各变量效度分析的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
变量

KMO 值

Bartlett 值

感知质量

0.693

0.000

感知产品外观

0.500

0.000

感知便利性

0.764

感知可信度

0.701

0.000

顾客购买意愿

0.500

0.000

0.000

0.940

0.000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表 3. 农特微商中各要素与消费者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意愿的相关分析表
变量

相关性指标

E1

E2

皮尔逊相关系数

0.471

0.385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451

0.657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648

0.546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626

0.539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520

0.445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624

0.551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系数

0.555

0.447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系数

0.580

0.463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410

0.578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588

0.557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582

0.338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626

0.617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皮尔逊相关系数

0.487

0.411

显著性

.000

.000

A1

A2

A3

A4

B1

B2

C1

C2

C3

C4

D1

D2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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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到量表的各项变量与消费者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的意愿相关系数基本上在
0.4~0.6 之间浮动，说明各项变量与消费者的意愿有较强的相关性，它们在农特微商的发展中都是至关重
要的因素。其中，在感知质量中的味道醇正对消费者的意愿影响更加显著。相对来说，产品外观的相关
性更强，说明其在农特微商发展中的重要性。便利性与顾客购买意愿的相关系数平均为 0.5 以上，可以
说明在农特微商的过程中，顾客更愿意通过农特微商获得更快速的物流，简单的购买流程以及更贴心的
服务。顾客感知可信度与其购买意愿的相关性虽没有其他项的强，但是平均值达到了 0.4 以上说明其对
顾客购买意愿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因此也要更好的管理其支付过程的安全，把握好产品售后的服务，
以此获得更多的信任。
据此次问卷调查表明，此次调查中有 55%的消费者通过微商的方式购买过农特产品，并且他们中有
相当多的顾客认为农特微商购买的产品质量更好，使用更加便利，服务更加完善，这说明随着微商这种
电商模式的迅速发展，农特产品迎来了最好的机会。2015 年，农特微商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爆发，经过
了近两年的发展，许多新农人通过微商进入了农特微商的队伍中。在严把种植源头，做好营销推广的农
特微商即将迎来它的黄金期。

3.2.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选择产品问题。从对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到顾客感知产品与其购买意愿的相关系数平
均达到了 0.5 以上，可以得出产品的质量及外观对顾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选择产品是进行微商的核心，
但并不是每一种农特产品都适合通过微商的方式出售。首先可以考察当地的农特产品的种类，通过列表
的形式展现出来，再逐一进行筛选比较。在选择农特产品时要把握其特点，要选择个性化、差异化及能
够吸引消费者的产品。由于农特微商需要物流的配送，所以尽量选择不易变质，能够承受轻微磕碰的产
品，同时需要考虑到包装，营销，品牌，物流，目标客户等多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确定产品。
标准化问题。由调查问卷数据结果表明，顾客的购买意愿与其对产品口感，包装的感知相关性极强，
因此在做农特微商的过程中要注重其标准化问题。标准化问题包括产品的标准化，产品在种植过程需要
采取有机化肥确保产品的无公害健康，而且产品的口感色泽要在种植过程中细心把握和培育。物流的标
准化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保证物流速度尽量的快，运送过程中有保鲜措施，对于季节性强的农特产品尽
量使用冷链物流。在包装方面，注意产品适合单品包装或者是集中包装，例如“李金柚”的柚子需要对
每个柚子进行单品包装，而山药则可以选择集中装箱。
营销问题。在为微商的的营销往往会出现朋友圈刷屏的现象，这样容易让顾客产生反感，因此，在
做宣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一个尺度，不宜过度刷宣传广告。对于农特产品，要在不同时期发一些不同单
品的宣传，这样对于“吃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吸引。营销把握目标客户，讲背后故事，线上线下相结
合进行宣传活动，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关注。
政府背书问题。从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可信度对顾客通过微商购买农特产品的意愿影响较为
重要。因此，农特产品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但很多农特微商都缺少质量的保证，无法得到顾客的信任。
作为当地的特色产品，政府部门都希望能够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吸引更多的消费
者，从而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仅一家企业是无法完成对当地农特产品品牌的背书，这需要当地的生产
基地、物流平台等与政府联合，建立产品质量背书体系，这将会大大增加顾客对农特产品的信任。

3.3. 发展趋势总结
通过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研究，消费者愿意以微商的方式购买农特产品的意愿很大，这将对农特微
商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农特微商有着独特的魅力，成为了许多新农人创业的好工具，它所带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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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便快捷，且节省时间也让更多的消费者容易接受并使成为了他们互相分享的平台。越来越多的新农
人建设生产基地，塑造自己的个性化且专业的品牌，打造供应链，同时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互联网的
发展，移动社交的成长，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和供应链的不断完善，使农特微商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农特产品通过微商这种销售模式将会变得越来越盛行，同时将会导致整个农特产品的产业链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未来也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平台出现，农特微商将带给消费者更成熟完善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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