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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方案从洗涤用品行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出发，对相关竞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分析发现，相较于传统洗涤产品以及同类产品，慕夕洗衣纸的价格和性能优势较

为突出。经过对竞争对手、市场需求以及公司资源状况审慎评估，确定了核心目

标市场和重点目标市场，并开展了 slogan 为“慕夕，纸为懂爱的你”的整合营销

策划。 

在产品策略上，对品牌形象进行重塑，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促进情感价值

的提升，同时采用极致单品策略，以爱为主线，推出了亲情版和爱情版两个全

新包装的慕夕洗衣纸，通过视觉营销和情感营销，打造极致单品，为品牌引爆

市场打下基础。 

在价格策略上，采用随行就市发进行零售定价，以“同样的价格，更优的

品质”为宗旨，促成更多的消费者选购该产品，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 

在渠道策略上，不仅在平台电商和社交电商的线上开拓渠道，积极发展传

统线下渠道，还基于场景思维，提出了基于新零售模式的异业合作方式，拓展

新零售渠道，将慕夕智能小柜植入品牌服装店、内衣店、共享洗衣机、景点中

转站、服务区等可能用到该产品的场景中，扩大产品销售额。 

在促销策略上，首先通过培养种子用户，选取 KOL进行初期宣传，在此基

础之上利用事件营销将互动对象扩散到更年轻的消费群体，同时通过话题营

销，引发目标消费群体的热议。最后通过公益营销树立品牌美誉度，建立品牌

与消费者情感的深层次连接。 

最后，团队以校园为市场，着手展开了“随手拍”公关活动，以及慕夕

圣诞送温暖等校园推广活动，为慕夕品牌进行了正向的推广，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得到了较大提升，并取得了可观的销量。 

 

关键字：品牌形象重塑，极致单品，新零售，公益营销，事件营销，话题

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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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1.1 公司介绍 

北京邦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由美籍华人张南博士和他的技术团队共同组

建的，公司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下设邦和研究院，邦和研发团队将美国先进

的技术和经验带到国内，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目前拥有多项关于健康生活改进

计划的专利技术，专注于健康生活护理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旗下品牌慕夕，不止

提供优质的日化生活用品，还将陆续推出多样化的健康生活护理品及贴身用品。 

1.2 产品介绍 

慕夕洗衣纸，是一种创新型的洗涤产品，它改变了以往洗涤产品的形态，

轻巧易携，有着很强的洁净力，在冷热水中都会立即溶解，不含磷、无荧光增

白剂，可生物降解，对环境几乎没有污染，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能让衣物保持洁

净亮丽。目前，慕夕洗衣系列产品主要有慕夕洗衣纸-经济装、经典装、母婴

装、内衣装、防串染色母片、洗衣凝珠。产品具体情况如表 1-1所示。 

表 1-1 慕夕产品介绍 

产品种类 图片 特性 数量 
天猫价格/

元 

经济装 

 

5倍洁净，无荧光剂，

无磷，易漂洗，牡丹花

香型 

50片/

包 
19.9 

经典装 

 

去渍超强，无荧光剂，

无磷，柔顺洗衣，易漂

洗 

24片/

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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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衣装 

 

无荧光剂，无磷，易漂洗，

含特殊污渍处理因子 

30片/

盒 
42.8 

母婴装 

 

无荧光剂，无磷，易漂

洗，PH中性，多效合

一，保护孕妇和婴儿 

30片/

包 
39.8 

色母片 

 

环保轻松洗，吸色，锁

色，防串色 

30片/

盒 
29.9 

洗衣凝珠 

 

清澈速溶，无磷，无荧

光剂，机洗便捷，一粒

搞定。 

15g*20

粒/盒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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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销环境分析 

2.1 行业发展分析 

2.1.1 洗涤行业发展分析 

1.2017 年全球洗涤用品市场规模统计分析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洗涤用品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洗涤用品市场规模仅仅为为 1459 亿美

元，到了 2012年全球洗涤用品市场规模突破 1500亿美元。201 6年时全球洗

涤用品市场规模增长接近至 1700亿美元，。  截止到 2017年全球洗涤用品

市场规模已达 1756 亿美元，近年呈逐年增长趋势。  

2011 年-2017 年全球洗涤用品市场规模统计情况 

 

图 2-1 2011年-2017年全球洗涤用品市场规模统计情况 

2.2017 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销量统计分析 

2011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量为 934.1万吨，行业表观消费量为 861万吨。

到了 2012 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量超 1000 万吨。截止到 2017 年我国洗涤用品

行业产量约 1357.1 万吨，产量同比 2016年有所下降。行业表观消费量为 1222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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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销量统计情况 

 

图 2-2 2017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销量统计情况 

3.2017 年中国洗涤用品行业销售规模统计分析 

2011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量为 934.1万吨，行业表观消费量为 861万吨。

到了 2012 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产量超 1000 万吨。截止到 2017 年我国洗涤用品

行业产量约 1357.1 万吨，产量同比 2016年有所下降。行业表观消费量为 12228

万吨。 

2011 年-2017 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表现消费量统计情况 

 

图 2-3 2011 年-2017年我国洗涤用品行业表现消费量统计情况 

4.洗涤用品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未来一段期间，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望趋于稳定，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望

进一步;好转，世界经济整体将处于平稳之中，国际市场需求将出现回升态势。

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保持强劲达到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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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洗衣纸行业发展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凸显，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也日益凸现，行业发展

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很严峻。国际洗涤用品工业总的发展方向是可持续化发展，

节水节能型的生态安全性洗涤产品将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具有智能分配器的智能化产品，以及具有高浓缩、定量、使用便捷等特点

的洗涤剂，都将具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下图是对淘宝和京东 2019年 1-3月的销量数据进行的统计： 

 

图 2-4 淘宝 2019年 1-3月销量 

 

图 2-5京东 2019年 1-3月销量 

对淘宝和京东 2019 年 1-3 月的销量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分析发现，各品牌

洗衣纸销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人们对洗衣纸的接受度在慢慢提高。洗衣纸京东平

台销量同比增长为 18.87%，淘宝平台销量同比增长 4.20%，可见洗衣纸发展前景

较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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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竞争者分析 

国内洗涤产品主要分为洗衣粉、洗衣液、洗衣皂及洗衣纸几个大类。主要品

牌为蓝月亮、立白、碧浪、奥妙、汰渍等，它们凭借技术以及成熟的渠道体系优

势，占领了行业的制高点，引领洗衣市场的潮流。慕夕洗衣纸与洗衣粉、洗衣液

及洗衣皂形成了平行竞争关系，又与现有的其他洗衣纸品牌形成了品牌竞争关系。 

2.2.1 平行竞争者 

1.洗衣粉 

洗衣粉是一种家喻户晓的洗涤产品，大大小小的洗衣粉企业不计其数，立白、

奥妙、碧浪、白猫等知名企业都有洗衣粉系列的产品。洗衣粉的洗涤原理为碱性

合成洗涤，是一种化学制剂，存在环境污染、伤手等潜在危害。 

表 2-1 洗衣粉竞争分析 

产品种类 品牌 规格 包装 环境污染 荧光剂 

洗 

衣 

粉 

立白 39元/4kg 

 

有 少量 

汰渍 39.9元/5kg 

 

有 少量 

奥妙 33元/3kg 

 

有 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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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洗衣液 

洗衣液是继洗衣皂、洗衣粉之后的第三代洗涤产品，多采用非离子型表面活

性剂，PH 值接近中性，对皮肤温和，并且排入自然界后，降解较快。近几年各

大洗涤品牌均有推出洗衣液，蓝月亮、立白、碧浪等知名品牌均在洗衣液市场占

有一定份额。 

表 2-2 洗衣液竞争分析 

产品种类 品牌 规格 包装 环境污染 荧光剂 

洗 

衣 

液 

蓝月亮 109元/3kg 

 

少量 有 

威露士 49.9元/4kg 

 

少量 少量 

奥妙 42.9元/3kg 

 

少量 少量 

小结： 

 环保性：洗衣粉和洗衣液具有不同含量的荧光剂，慕夕洗衣纸不含

有；洗衣粉、洗衣液含磷成分难以分解，对土壤污染较大，慕夕洗衣

纸不含磷，对环境无污染； 

 B. 洗涤效果：洗衣纸洗涤效果略逊色于洗衣液，但较洗衣粉洗涤效果

更好； 

 C. 方便性：洗衣粉不易存放、遇潮结块；洗衣液较重，不容易控制取

用数量，洗衣纸为固态片状，方便携带。 

 D.易漂性：洗衣粉和洗衣纸不易漂清，洗衣液漂洗比较容易。 



慕夕洗衣，纸为懂爱的你 

8 

2.2.2 品牌竞争者 

洗衣纸是继洗衣粉、洗衣液之后的新一代洗涤产品，多采用植物精华浓缩而

成，PH 呈中性，对皮肤温和，泡沫少，易漂清。 

表 2-3 洗衣纸竞争分析 

产

品

种

类 

品

牌 
品种 规格 包装风格 成分 香味 

天猫月销量

（2019.2） 

洗

衣

纸 

LG 
洗衣

纸 

27.8元

/30 片 

 负离子、脂肪族碳

化水素、香料、防

腐剂等 

薰衣草、

牡丹等 
3885 

泉

立

方 

色母

片 

49元

/30 片 

 甘油、椰子油脂肪

酸、去离子水等 
无 8000+ 

洗衣

片 

52元

/24 片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香氛因子、去

离子水等 

植物清香 5742 

去渍

精华

液 

39 元/

瓶 

 

- 无 809 

范

耐

斯 

吸色

片 

42元

/30 片 

 椰油酰胺丙级甜菜

碱、香氛因子、去

离子水等 

无 4985 

洗衣

片 

69元

/24 片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香氛因子、

去离子水等 

无 702 

去渍

精华

液 

28 元/

瓶 

 
- 无 236 

去渍

笔 

49 元/

支 
 - 无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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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价格：慕夕洗衣纸相较其他品牌的竞争者，价格更低。 

 产品种类：慕夕洗衣纸拥有较长的产品线，产品种类全面丰富，其次是

范耐斯和泉立方，而 LG 产品单一。 

 包装：LG 包装主要以金黄、粉红、紫色为主，色彩明亮，辅以鲜花蝴蝶

图案，给人以芳香怡人的感官联想；泉立方包装采用冷色调，科技感、

神秘感较强；范耐斯和慕夕洗衣纸包装风格偏简洁。 

 香味：LG 和慕夕洗衣纸有植物清香，泉立方和范耐斯是无香型。 

2.3 消费者和社会痛点分析 

1.对人体的伤害 

洗衣粉是从煤焦油及石油的下脚料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必定有刺激作用。如

果人们过多的接触洗衣粉，会引起眼睛酸胀流泪、打喷嚏、流鼻涕；吸入过多，

会使呼吸系统的抵抗力降落。洗衣粉会使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增加，造成血管系

统伤害。据医学科学研究证明，洗衣粉对皮肤有显明的脱脂作用，若经常接触，

皮肤易干燥角化龟裂。尤其是加酶洗衣粉，它含有一种碱性蛋白酶，这种酶能分

解皮肤表面的蛋白质，从而引起皮疹等过敏现象。同时洗衣粉还会通过毛孔渗入

体内侵害肝脏。作为家庭女性，由于过多的接触洗衣粉，还会导致女性患乳腺癌、

多发型子宫肌瘤、不孕症，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肌梗塞等血循环的病变。 

 

图 2-6传统洗涤产品中所含的荧光剂 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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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衣物的伤害 

目前市场上的大量洗衣液产品都含有荧光增白剂，荧光增白剂是一种荧光染

料，或称为白色染料，洗衣粉常含有磷、铝、碱等有害成分，如若清理不干净很

容易残留在衣物上，会对衣物本身的颜色上改变，以及使得衣物硬化。目前市场

上的大量洗衣液产品都含有荧光增白剂，其作用是遮盖污渍，通过反射荧光而使

得衣物看起来很白。 

 

图 2-7传统洗衣产品残留在衣物上 引自网络 

3.对环境的破坏 

洗衣粉、液主要由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两部分组成。助剂的作用是提高表

面活性剂的去污能力，分为有磷助剂和无磷助剂两种，洗衣粉据此分为含磷洗

衣粉和无磷洗衣粉。含磷洗衣粉以磷酸盐作为主要助剂，而无磷洗衣粉是通过

重组产品配方和使用 4A 沸石采取代磷酸盐的助剂作用，属于一种不造成环境

污染的绿色环保产品。含磷洗衣粉的磷本身并无危害，但这种洗涤污水排放到

河流湖泊中去以后，使水中含磷升高，使水质出现富营养化，导致各种藻类植

物疯狂繁殖，水草狂长，这些水生物死亡腐败以后，会放出甲烷、硫化氢、氨

等大量有毒有昧气体，使水质混浊发臭，水体缺氧，使水中鱼、虾、贝类等水

生物全部死亡，使河流湖泊变成死水，严重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太湖为

例，湖底沉积了 60 万吨的磷，有 16 万吨来自周边居民倾倒的洗涤废水。 

   

图 2-8传统洗衣用品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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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携带不便 

随着人们出行率的提高，无论是出差还是去旅行，都需要带换洗衣物。特

别是出行时间三天以上的消费者，固然有洗衣需求。同时随着商务人士和旅游

人士的不断增加，对外出携带洗衣用品的需求也在上升。根据市场调查，洗衣

液不易通过安检，而洗衣粉容易散落，不方便携带，这使消费者在出行过程

中，洗衣不方便。慕夕洗衣纸，相较于传统的洗衣产品轻便易携，恰巧解决这

一问题。 

 
图 2-9 外出携带慕夕洗衣纸 引自网络 

5.泡沫多不易漂洗 

用传统洗衣用品洗衣服，为了避免残留太多，一般要在清水里面漂洗三遍以

上，非常费时、费力和费水。 

 

图 2-10 传统洗衣用品不易漂洗 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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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WOT 分析 

优势 劣势 

1.不含磷、荧光剂，跟传统洗涤产品相比

更环保，更健康； 

2.携带方便，质量轻、体积小。 

3.易漂洗，无残留，节约用水；  

4.植物精华萃取，中性 PH，带有独特芳香。 

1. 大众对洗衣纸的认知度不高； 

2.品牌知名度低。 

2.价格较传统洗涤产品要高，不具备价格

优势。 

3.手湿取用会带入水分，长时间存放容易

受潮变软。 

机会 威胁 

1.国内洗衣纸市场处于初始阶段，拥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2.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便携洗衣产品需

求强烈。 

3.个性化的洗衣产品逐渐成为消费主流。 

4.市场对健康环保产品的需求上升； 

5.国家对环保产业的扶持。 

1.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传统洗衣用品占据

了主流的市场； 

2.人们固有的消费习惯难以转变； 

3.洗衣纸细分市场竞争较大； 

4.潜在竞争威胁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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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定位 

3.1 目标用户 

 

图 3-1 大学生 引自网络 

 

3-2白领 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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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消费场景 

 

3-3 家庭 引自网络 

 

3-4 旅行图片 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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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出差 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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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销目标 

结合目标人群画像，通过消费者种草、市场引爆、用户裂变和情感提升四个

阶段的营销布局，力争到 2021 年，慕夕在目标消费者心智中成为“方便好用、

富有爱心”的洗涤用品品牌。具体目标和安排如下表： 

表 4-1 慕夕洗衣纸 2019-2020 年营销策略 

营销阶段 时间进度 营销目标 营销策略 

种草阶段 19.5-19.8 

1.塑造品牌人格属性 

2.传播品牌价值  

3. 培养种子用户 

视觉营销 

内容营销 

市场引爆 

阶段 
19.9-19.12 

1. 增加品牌曝光率 

2. 加强品牌与消费者的互

动 

3. 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 

事件营销 

话题营销 

用户裂变 

阶段 
20.1-20.6 

1. 加强品牌与消费者的情

感连接 

２．完善营销渠道 

3. 提高市场占有率 

创意促销 

社群营销 

异业合作 

情感提升 

阶段 
20.7-20.12 

1.提升产品美誉度 

2.提高品牌社会形象 

3.巩固竞争优势 

公益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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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营销推广策略 

5.1 产品策略 

5.1.1 品牌形象重塑——提升产品情感价值 

首先，我们对其品牌 LOGO 进行了重修设计，在迎合目标受众的审美的同

时，力求传达出品牌温馨温情的情感成分，提升品牌在众多竞争者中的辨识

度，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现有产品 LOGO： 

 

图 5-1原 LOGO 

重塑后产品 LOGO:  

 

图 5-2新 LOGO 

LOGO 释义： 

画面由一张洗衣纸和“慕夕”组合而成，纸片代表洗衣纸属性，其形态飘逸，

向上飘出慕夕品牌文字，品牌文字以“清新宁静”的天蓝和“温馨浪漫”的粉红

色为主，且以蝴蝶小图案点缀“夕”字，富有美感，寓意着衣物在慕夕的呵护下

将洁净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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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塑造慕夕的立体情感形象，我们为其改编了一首品牌歌曲《纸为

懂爱的你》，从听觉上打动并吸引消费者，进一步强化在消费者心中的情感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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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包装策略——让每一次洗衣都有仪式感 

以慕夕经典装为旗舰产品，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对其包装外观进行再

设计。以爱情和亲情为主线，在包装色彩、图案和广告词上营造“爱”的氛围，

在洗衣纸盒外包装上，设计个性宣言区和二维码抒情通道，为顾客提供自我表达

的空间，建立品牌和消费者的情感连接。在洗衣纸片上印有抚慰人心的情感小段

子，让产品情感形象进步升温。在母亲节和七夕节来临前，强力上新，打造爆款。 

1.亲情版 

外包装正面概念图如下： 

 

图 5-3亲情版包装 致远团队创作 

设计理念： 

母亲在洗着孩子的衣物，同时在教导幼小的孩子洗自己的衣物，从母亲选择

用慕夕为孩子洗衣，并且让孩子娇嫩，易过敏的双手直接触碰含有洗衣剂的水的

一系列举动，突出了慕夕洗衣纸不伤手，无伤害的优势，也表现出母亲对孩子的

爱与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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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背面概念图如下： 

 

图 5-4 亲情版包装 致远团队制作 

设计理念： 

沿用亲情版温馨主题，附上一句符合主题的 slogan“有爱的地方，就有慕

夕"提现慕夕是有温度的产品，在右下角设置了一个慕夕心语留言区域以及一个

交流二维码。给消费者留出自主发挥的空间，扫码进群，说出你的故事。建立

慕夕与消费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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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纸实体图如下： 

 

图 5-5亲情版洗衣纸内容 致远团队制作  

 

图 5-6 亲情版洗衣纸内容 致远团队制作 

设计理念: 

为了广大消费者更直观的了解到慕夕洗衣纸的用法以及洗衣纸片上的内容，

我们选择漫画的形式演绎。新版洗衣纸片上印有对亲情歌颂或抒情的语录，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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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的消费者使用时，就能立马感受到来自亲情的感动。 

2.爱情版 

外包装正面概念图如下： 

 

图 5-7 爱情版包装 致远团队制作 

 

设计理念: 

爱情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提到爱情就会浮现出许多冒着粉红泡泡的画面，

所以在设计上，我们选择了淡淡的粉蓝色，粉蓝背景不仅简约干净，又与爱情的

氛围呼应。亲吻的漫画人物，紧贴“爱情”主题，以及一个由许多小泡泡聚成的

大五彩洗衣泡泡展现出浪漫温馨的场景，二者融合，完美的体现出产品洗衣纸的

特征：高效、洁净、低泡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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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背面概念图如下： 

 

图 5-8爱情版包装 致远团队制作 

设计理念: 

在背面设计上，保留了爱情亲吻的主人公，并附上了爱情版主题的 slogan 

“纸愿与你朝暮相依"，将品牌与所表达的情感完美融合。同时，消费者可以在

彩色泡泡中写下自己的祝福或者留言。也可以扫包装上的交流二维码进入群

聊，听听别人的感情，说出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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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纸实体图如下： 

 

图 5-9爱情版洗衣纸内容 致远团队制作 

 

图 5-10爱情版洗衣纸内容 致远团队制作 

设计理念： 

为了广大消费者更直观的了解到慕夕洗衣纸的用法以及洗衣纸片上的内容，

我们选择漫画的形式演绎。新版洗衣纸纸上印有与表达爱意有关的土味情话，新

颖且吸人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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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慕夕手提袋 

 

图 5-11 慕夕手提袋 

设计理念： 

手提袋上面我们采用了中国元素的泼墨,加上色彩繁杂的颜色变化,来打造

一个使人眼前一亮的效果。同时我们采用不对称的设计,手提袋的前后包装不同,

这样可以让别人更加能够注意到我们的一个手提袋，并且颜色的变化也让我们手

提袋成为焦点。从手提袋的样式来说，将手提袋做的稍宽，是因为慕夕产品稍长

的原因，这样设计使手提袋更好地利用空间装更多的产品。同时，手提袋采用纸

质，打造一个环保的效果，也让我们所针对的用户群体，能够在平时更加频繁的

使用我们的手提袋。而且，手提包装袋与四季相对应，四种不同的包装对应不同

的季节与情怀：春天代表公益环保、夏天代表爱情、秋天代表爱自己、冬天代表

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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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价策略——随行就市定价 

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加上消费者使用洗衣纸的习惯还需要培育和引导，故不

宜采用撇脂价格策略。综合考虑产品包装重塑后的成本、竞争对手的定价和消费

者的接受度，我们采用随行就市定价法，以“同样的价格，更优的品质”为宗旨，

促成更多的消费者选购该产品。 

表 7-1 价格调整 

产品名称 原有零售价格/元 调整后零售价格/元 

经济装 19.9 17.9 

经典装 35 32 

内衣装 42.8 39.9 

防串色母片 29.9 27.9 

洗衣凝珠 36.9 34.9 

母婴装 39.8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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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渠道策略 

5.3.1 电商渠道——紧随主流渠道销售 

1.平台电商渠道 

采用淘宝官网、天猫、京东三轮驱动的模式。这些电商平台深受现代消费

者的欢迎，与产品定位吻合。 

 

图 5-12 平台电商 

2.社交电商渠道 

除此之外，互联网时代掀起社交购物潮流、短视频购物潮流，通过小红书、

抖音、拼多多等社交媒体电商渠道等平台进行内容营销，种草目标人群，引爆购

买潮流。 

        

 
 图 5-13社交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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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基于新零售的异业合作——拓展情景化销售 

互联网时代，传统零售行业受到电商互联网带来的冲击。近年，线上与线下

零售深度结合，再加上现代物流，服务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构成

未来新零售的概念，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将结束，纯零售的形式也将打破，新零售

将引领未来全新的商业模式。 

慕夕可开发出一种慕夕智能小柜，提供慕夕各类产品。并将其置放在不同场

景，也可采用异业合作的形式进行投点。 

功能： 

 免费领取试用装 

 购买所需产品 

 提取已在线上购买的产品 

 无人操作时将轮换展示慕夕宣传画报、播放宣传视频 

 小柜的两侧开设有报刊类型的展栏放置有慕夕宣传图册、画报等… 

操作流程： 

用户直接通过扫描慕夕小柜上的二维码，选择自己需要购买的产品，按照操

作流程，完成支付即可完成。 

 

图 5-14 慕夕智能小柜 致远团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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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应用场景： 

1.品牌服装店 

该类服装店主要消费人群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消费能力较强，对生活品

质有一定的要求的特点，与慕夕洗衣纸的消费人群重叠。并且该类服装店的衣

物对后期的洗护有一定的要求，相对于传统的洗衣产品，慕夕洗衣纸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越性。 可以在用户购买衣服的时候免费赠送慕夕产品，也可以进行现

场的推销引导，实现产品的销售。 

 

图 5-15 陈列展示 致远团队制作  

2.内衣店 

内衣店的产品都是人们贴身衣物，由于产品的特殊性，并且消费者健康意

识的提高，对内衣裤的洗护也是非常重视。慕夕洗衣纸内衣装除了去渍和呵护

贴身衣物的作用以外，还含有特殊成分，能够去除贴身衣物上的特殊污渍，长

效驱菌，抓住消费者关注健康的心理进行销售。可以在用户购买衣服的时候免

费赠送慕夕产品，也可以进行现场的推销引导，实现产品的销售。 

 

图 5-16 内衣的陈列展示 致远团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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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馆&酒店 

出行旅游常遇到景区游玩弄脏衣物，或者随身行李物品，回到住宿处洗换脏

衣物，普通酒店一般不提供专门的洗衣用品。在酒店投放慕夕小柜，给用户提供

方便。 

 

图 5-17 酒店陈列展示 引自网络 

4.高校共享洗衣机 

国内各大高校和一些员工宿舍均有“共享洗衣机”的身影，将慕夕小柜放置

在洗衣机旁，能更为接近目标消费者。 

 

图 5-18 高校共享洗衣机 图片引自网络 

5.旅游服务区 

近年来，户外爱好者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长途跋涉，衣物易上粘有许多汗、

泥等异物不易清洗，并且携带传统洗衣粉、洗衣液会增加负重，成为“驴友”们很

苦恼的事情。 

服务区安设慕夕小柜，小柜内放有便携的旅行装，小样及各类产品，夕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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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放有慕夕各类产品的小样及各类产品，既减少“驴友”的负重，又能轻松清洗衣

物上的异物。 

 

图 5-19 旅游服务区 引自网络 

6.景区中转站 

随着旅行社的快速发展，国内出现许多大型的景区旅游中转站，供组团旅游

人群餐饮、歇息及住宿。但中转站的消费较高，旅客旅途劳累，若需要换洗衣服

需要购买洗涤产品更是难以找到，旅游的体验大大降低。 

在景区中转站人流量大的地方安设慕夕小柜，小柜内放有便携的旅行装，小

样及各类产品，慕夕小柜内放有慕夕各类产品的小样及各类产品，解决旅客需要

换洗衣服却找不到洗衣产品的难题，增加旅客的旅游吸体验。 

 

图 5-20 景区 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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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社群营销——KOL 引导用户 

首先慕夕官方推送社群裂变活动海报，在企业培养的 KOL（意见领袖）范围

内进行扩散，KOL 用户通过扫码关注公众号，公众号自动弹出引导语言＋社群二

维码，KOL 用户开始扫码进群，进群后群内设定好的群机器人自动@KOL 用户，

推送裂变引导文案＋裂变海报，KOL 用户为了获得社群提供的奖励，需按照机器

人要求，分享裂变海报。 

KOL 用户的好友看到用户 KOL 用户在参与此活动，也可识别裂变海报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再推送该用户引导语言＋社群二维码。受众用户扫码进群，

进群后，同样循环 KOL 用户的操作流程获得奖励。以此，活动循环往复，达到裂

变传播效果。 

 

 

图 5-21 社群裂变用户增长路径 

5.3.4 传统线下渠道——完善线下渠道 

慕夕洗衣纸为生活快消品，线下常规渠道主要包括连锁超市、日用品店、社

区超市等。通过利用终端渠道直接接触消费者的特点，进行一系列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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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促销策略 

5.4.1 借势营销——种草阶段，培养种子用户 

在和母亲节来临前，将慕夕产品免费赠送给各社交平台年轻人推崇的意见

领袖，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和创造力来推广产品。对于这些网络 KOL来说，使用

环保公益的产品，能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形象，实现传播的双赢。例如，多余

和毛毛姐，以及 PAPI 酱等网络红人。 

 

 图 5-22知名网红@多余和毛毛姐  

多余和毛毛姐的演绎方向是短剧表演，代表作“好嗨呦”。多余和毛毛姐有

很不错的综合实力，能唱能跳能演，而且有想法。截止 2019年 4月多余和毛毛

姐在已经拥有抖音粉丝 2862.4万，微博粉丝 81万，80%以上为 18岁以上用

户，且大部分以女性为主。多余和毛毛姐的粉丝人群符合目标人群，可作为

KOL意见领袖的拟选人物。 

 
图 5-23知名网红@papi酱 

Papi 酱表演形式多以短剧吐槽形式， 2017 年 3月 25日，由世界自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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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起的 Earth Hour（地球一小时）的活动，papi酱被任命为中国互联网推广

大使。这是 WWF自 1980 年在中国展开工作至 2017年 3月，首次任命网络类推

广大使。截止 2019 年 4月 papi酱已经拥有抖音粉丝 3043.3万粉丝，微博粉丝

3039万。据调查统计，Papi酱的女性粉丝是男性的两倍。 

Papi 酱在电商社交平台都有极多粉丝，同时曾担任网络推广大使，在社会

公众的形象积极正面，可作为 KOL意见领袖的拟选人物。 

5.4.2 事件营销——引爆阶段，提高产品曝光率 

事件主题：#好强大的生命力# 

事件目的： 

利用无意间将洗衣水倒如花盆中，结果长出了西瓜苗的事件来引发大家的围

观和吐槽，“为什么会长出西瓜苗？”“西瓜生命力有这么强大吗？”“洗衣水倒

在土壤里，植物还能生长吗？”，围绕为什么长出西瓜这一事件，植入慕夕洗衣

纸，突出产品绿色环保无污染的特性。 

发帖平台： 

选择年轻网友聚集量较大的微博高校话题栏，作为本次事件发布的平台。 

事件内容： 

炎炎夏日，吃西瓜是一种普遍的解暑方式。 

四川省某高校的一女生宿舍，窗户下的角落里，躺着一个装着干土的旧花盆。

这个旧花盆被吐了好多西瓜籽，并常常受到洗衣盆里残余的洗衣水的光顾。 

几周后，花盆里突然冒出了一株小苗，室友们都不以为然，但总不知不觉间，

花盆中的苗越长越大，幡然醒悟的大家才知道这是西瓜苗。 

 
图 5-24 引自网络



慕夕洗衣，纸为懂爱的你 

35 

5.4.3 话题营销——引爆阶段，加强消费者沟通 

活动主题：“寻找慕夕小仙女” 

活动目的： 

借锦鲤营销思路，在光棍节来临之前，发起“寻找慕夕小仙女”微博活

动，参与者只需要动手转发既定内容，即可参与本次抽奖活动，用低参与门

槛、高奖励措施，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新浪微博抽奖透明，提升活动的真

实性和公平性。活动的奖励则是独宠一人的挪威极光浪漫之旅，达到病毒式的

传播，促进大家对品牌的了解，提升微博营销号的粉丝量。 

营销流程： 

1.转发标题：#告白慕夕，我的小仙女# 

发帖内容： 

本人男，一名ＩＴ从业人士，父母不断催婚，而我早已情有独钟。我的那

个她，有着好听的名字，慕夕，她外表甜美，气质清纯。这一年多来，她每天

给我陪伴，默默地照顾我的日常，无论上班、旅游，因为有她，我总是有干净

如新的衣服，微微浸润着她所独具的牡丹花香。除了全心全意爱护我，她还富

有爱心，坚持环保。所以，我要给她一场不一样的告白仪式，向天下宣告，慕

夕，就是我的那个她。小伙伴们，助我一臂之力吧！光棍节当天，我会向大家

分享我们的生活照片。  

所有转发助力我告白仪式的小伙伴们，有机会获得一次５天的挪威浪漫之

旅，让你也有机会带着你的那个她，浪漫走天涯！ 

 
图 5-25 慕夕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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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帖：#慕夕#  

发帖时间：11 月 11 日 

在大家的转发和祝福下，那个一直默默照顾我的小仙女—慕夕，收到了我

的告白，余生我将与她长此相伴，白头到老。这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照片。 

 
图 5-26生活照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候了，究竟是谁能获得这次浪漫之行呢？（展示

获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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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内容营销——用户裂变阶段，加强情感连接 

内容主题 1：“情感停靠站” 

借鉴网易云音乐的营销思路，以情感输出为主线，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策划“情感停靠站”分享活动，用户以“洗衣”为主线，参与洗衣相关的文

字和图片创作，并让每一位参与互动的用户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创作内容，借助公

司线下精心设计的内容展示平台，比如交通站台广告牌，向公众进行内容展示，

从而感染到更多的人，激发用户参与创作内容的动力和激情，加强慕夕与消费者

的情感连接。 

       
图 5-27城市生活 引自网络 

 

参与渠道： 

 通过扫描推文里的二维码进入慕夕微信小程序或在微博、微信公众号，

活动评论区评论。 

 通过在产品包装上投放的留言抒情区二维码，进入慕夕小程序参与。 

活动奖励： 

后期通过筛选点赞数高的，及评论质量好的评论，在目标城市中，选取地铁、

公交等展示媒体，进行用户热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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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题 2：#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结合母亲节的热点，慕夕洗衣纸通过发起#给妈妈最好的礼物#话题，在微博、

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同时进行。内容如下： 

“母亲节 

小时候我问妈妈，母亲节需要什么礼物。 

妈妈总是说：你听话，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而现在问妈妈，母亲节需要什么礼物。 

她却说，快点回家吧，我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我忽然明白，原来，对于妈妈来说，陪伴才是给她最好礼物。” 

 

图 5-28于妈妈聊天记录 致远团队创作 

 

这个母亲节你打算怎么和妈妈过，一起来分享你送给妈妈礼物和与妈妈的故

事。关注慕夕洗衣纸官方微博、公众号、官方抖音号，@慕夕洗衣纸，带有#给妈

妈最好的礼物#话题，转发分享送给妈妈礼物和与妈妈的故事。 

活动奖励： 

由点赞数最高的前 3 名用户，赠送“慕夕洗衣纸带你去爱的旅行。”马尔代

夫双人游，带妈妈去旅行，让爱陪伴。给你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并且同时@微博抽奖平台、@抖音抽奖平台，各随机抽取 20 名用户赠送慕夕

洗衣纸母亲节定制版大礼包。慕夕洗衣纸，让爱伴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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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公益营销——情感提升阶段，提升品牌美誉度 

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背后，却是各种触目惊心的污染，结合慕夕产品自身环

保健康的特点，以保护环境为主题来展开内容营销，激发人们内心深处对环保的

重视，最终达到塑造品牌形象，提倡环保的公益效果。 

公益主题 1：“你看到我在笑，其实我在哭” 

水体富营养化篇 

用尽全身的力气“说爱你” 

 
图 5-29 引自网络 

第一次遇见你 

便深深的为你着迷 

我希望每天都能陪着你 

看你洗衣 

看你施肥 

看你…… 

有一天 

家园变成了绿色 

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我感到呼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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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莫名的死去 

这天，时间过得好慢 

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 

我决定对你表白 

但你始终没来 

我用尽了最后一口气 

表达了我的爱意 

生活垃圾污染篇 

我并不孤独 

 

图 5-30 引自网络 

曾经的我生活在璀璨的橱窗里 

我永远记得你当时看到我的眼神 

最终你将我带回了家 

你每天都为我擦拭泥土灰尘 

别人不小心碰到我你都会极其愤怒 

但是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你将我放在床下 

冷落我许久 

某天你终于将我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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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把我放在了黑色塑料袋里 

当我努力挣脱后才发现 

以为的久别的重逢 

却是永远的再见 

但我并不孤独 

在这里 

我认识了许多和我一样的朋友 

和我一样散发着恶臭 

雾霾污染篇 

逃离 

 
图 5-31 引自网络 

我是一只萨摩耶 

刚出生几个月 

就被带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这里的空气让我感到窒息 

今天有个重大的决定 

逃离这座城市 

祝我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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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主题 2：“为什么天上没有星星” 

慕夕洗衣纸通过倡导社会公益环保的发起，在各个互联网媒体平台发布短

片或图片，内容为一个小孩的日记写出对去世已久的外婆的思念，深深相信去

世已久的外婆成为了天上的星星，但却很少在夜晚看见星星。而发出一系列的

疑问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及关注，并引发大众的讨论。才发现因为大气污染才

没有了星星，因为河流污染才变得浑浊。从侧面引出环境污染的现象，和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倡导大家保护环境，从身边做起，从洗衣做起，并借机提高品

牌美誉度。 

主要发起平台为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通过话题的发起，引发网

友评论讨论。通过评论点赞数前 10的用户，赠送慕夕“爱”的大礼包。 

图一： 

 

图片文字 1： 

今晚还是没有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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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带我去了外婆家，我穿着那条白裙子。蓝蓝

的天空，走在满是油菜花的土地上，那感觉就是个花海，真美。走在小溪边，

清澈的水缓缓流淌着，记着以前外婆经常带着我来这里洗衣服。看见小溪里面

的鱼儿在那里欢快的游来游去，真可爱啊。 

图二： 

 

图片文字 2： 

远远看见，站在山坡上的外婆，还是和以前那样，微弓着背、脸上满是岁

月留下的痕迹。她带着慈祥的笑，望着我，向我招了招手，像是在叫我过去。

能见到外婆的我好开心呀。想要快点快点的去到外婆身边让她抱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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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准备穿过小溪时，突然天空黑了下来，身后的油菜花枯萎了，就连清

澈的小溪也突然变的浑浊，刚刚还在欢快游动的鱼儿也躺着不动了。为什么会

这样？ 

妈妈拉着我不让我过去，我再次望向外婆在的地方，看见她朝我招了招手

嘴里像是在再给我道别。她转身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还是微弓着的身影。我

想挣脱妈妈的手，想过去让外婆抱抱，问问她不在的那么长的时间去哪里了，

问问她为什么不等我过去就走了。 

我想大声叫外婆，让她等着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叫不出声来。 

图三： 

 

图片文字 3： 

那时我突然醒了，才发现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怀里抱着外婆送的小熊。

眼泪不停的往外流，想着离开的外婆。 

擦着眼泪跑到窗户前看向黑黑的天空，还是没有星星。 

看着怀里的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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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图片文字 4： 

小熊呀小熊 

妈妈说外婆成了天上的星星，可是我好久没见过星星啦，你能不能帮我和

外婆说一声，让她回来看看我，我好想她。 

小熊呀小熊 

为什么天上没有星星 

为什么小溪变得浑浊 

为什么油菜花枯萎了 

为什么外婆不来抱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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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校公关行动展示 

1.“随手拍”—记录环保瞬间 

活动背景： 

当下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慕夕所提倡“”同时自身产品不含

磷不含荧光剂的特点也顺应了当今环保的主题。 

活动目的： 

激发人们对环境的保护，塑造慕夕的品牌内涵，快速的扩大品牌在校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活动时间：2018 年 9 月 15 到 2018 年 9 月 25 日 

活动细则： 

1）通过在空间和校园的各种群聊进行发文宣传，同时还利用环保协会的公

众号平台进行发文推广，扩大该项活动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在线下开设报名

渠道。 

2）参赛者通过拍摄他人不经意间的环保举动，然后发送给主办方，由主办

方初步筛选 50 张照片在公众号平台进行公示并由大众进行投票选举本次活动的

“一、二、三等奖”。 

奖项设置： 

一等奖：慕夕经典装一盒、内衣装一盒、经济装一袋 

二等奖：内衣装一盒、经济装一袋 

三等奖：经典装一盒 

协办单位：环保协会 

活动总结： 

通过随手记录下不经意间的环保行为，这种简单的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

进来，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本次活动共的吸引了 102 名参赛选手报名参

赛，同时将慕夕的品牌在校园内得到了迅速的推广，扩大了产品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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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片展示： 

 

 

图 6-1环保协会公众号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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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随手拍投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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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慕夕给你送温暖，这个冬天不寒冷” 

（1）活动目的： 

a.借助圣诞节的热度，将慕夕推广出去，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增强用户体验。  

b.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开拓租赁路由器的创新营销形式。  

（2）活动时间：2018 年 12 月 22日--2018 年 12 月 25日 

（3）活动流程： 

前期准备： 

活动前期采取线上预热方式推广活动，首先通过在校园墙上，QQ 空间，各大

群里发布关于圣诞节的活动信息以及集赞转发活动信息，选择幸运星，并与 23

号圣诞节当晚由慕夕圣诞老人送圣诞惊喜来进行线上预热，以便于让大家积极转

发参与活动。 

   

图 6-3 线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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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安排：  

22 日晚上发布活动信息以及选取慕夕幸运星。23 号晚上在墙上发布幸运星

名单，并在团组织课现场盛装寻找幸运星赠送慕夕大礼包，引起轰动，为正式活

动造势。24号布置现场并正式启动活动。25 号持续热度，冲击销量。 

     

  

图 6-4 线下活动 

（4）活动总结： 

本次活动非常成功。也是所有活动销量最多的一次，首先现场温馨浪漫的气

氛，与圣诞节这个隐形的情人节完美契合，收到了狗粮的同时也为慕夕品牌得到

了正向的推广，加之圣诞小礼品与礼品袋恰到好处的渲染以及节日氛围的推动，

引起情侣和广大女生的追崇拜。通过圣诞节活动的推出，慕夕的知名度达到了从

一到二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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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慕夕杯—抖音挑战赛 

活动目的：通过抖音视频拍摄，激发参赛人员的创作能力，同时以生动有趣

的形式将慕夕洗衣纸这个品牌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推广开来扩大影响力。 

活动时间：2019 年 3 月 1 到 2019 年 3 月 10 日 

活动细则： 

1）参赛人员以慕夕为题材创作抖音视频，发布作品时只需 “@校园慕夕-纸

为懂爱的你”由我们团队运营的抖音账号，即可完成报名参赛。 

2）在参赛时间内，获得点赞量排名前三的作品即可获得本次比赛的奖励。 

奖项设置： 

一等奖：慕夕经典装一盒、内衣装一盒、经济装一袋 

二等奖：内衣装一盒、经济装一带 

三等奖：经典装一盒 

活动总结： 

1、通过这次活动明显的扩大了慕夕洗衣纸的知名度。因为抖音会主动第一

时间推送给你的 QQ 好友，这样一来，抖音成品树状式的传达到更多人的眼前，

引起抖友的关注。 

2、设置了优厚的奖项，不仅犒劳了积极参与并获得一定成绩的参赛者，同

时也起到了宣传慕夕产品的作用。 

3、这次活动获得了不少质量较高的视频，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和点赞量，最

可观的是在比赛的整个过程中以及比赛结束后也获得了一定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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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展示：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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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营销预算 

1.总费用预算 

单位：万元     

项目 明细 预算范围 

产品 包装设计 1 

渠道 

慕夕智能小柜设计 10 

慕夕智能小柜生产及投放 50 

线上渠道打造 10 

线下渠道打造 20 

社群营销建设及维护 10 

营销 

KOL 打造 20 

事件营销 1 

内容营销 2 

话题营销 5 

公益营销 1 

合计 130 

2.预算分解 

（1） 产品 

 包装：1 万元 

（2）渠道 

 线上渠道：打造、维护费用预算 10 万元 

 线下渠道：开发、建设费用预算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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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夕智能小柜：打造费用以实际开发人员研发、打造、测试为准，其打

造费用预算 10 万元，投入生产制造费用预算 50 万元 

（3） 促销 

 KOL 意见领袖：KOL 意见领袖打造、关系维护具体以谈判价格为主，其

预算价格为 20 万 

 内容营销：活动开展费用预算 2 万元 

 话题营销：活动开展、奖项设计预算费用 5 万元 

 事件营销：开展费用预计 1 万元 

 公益营销：预计 1 万元 

3.监控评估 

（1）监控： 

 建立执行审核、审计、监督组织和系统。 

 建立信息反馈、流通组织和系统。 

 建立决策修正系统和修正方案备选资料库。 

（2）评估： 

 对每一个个案实行目标与结果的吻合度测算。 

 进行年终投入产出比计算：投入产出比=20±5%=投入金额/产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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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问卷 

关于慕夕洗衣纸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女士/先生：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我们的问卷，我们来自四川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份关于慕夕洗衣纸消费者行为的调查问卷；本卷采用匿名

调查方式，不会泄露您的个人信息；本次结果仅做调查分析之用，请您根据实

际情况填写，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1.您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段 

A、18-22                              B、23-28 

C、29-35                              D、36-45 

E、45以上 

3.您目前的月收入 

A、1000 以下                            B、1000-3000 

C、3000-6000                           D、6000-10000 

E、10000-20000                         F、20000-50000 

G、50000 以上 

4.请问您的职业是 

A、学生                                B、公司员工 

C、事业单位人员                        D、自由职业 

E、家庭主妇                            G、其他 

5.请问你经常使用的洗涤产品是[最多选 3项] 

A、洗衣粉                              B、洗衣液 

C、肥皂                                D、洗衣纸 

E、洗衣凝珠                            F、干洗剂 

G、去渍剂 

6.影响您选择的洗涤产品的因素是[多选题]  

A、价格实惠                           B、去污能力强 

C、对环境污染低                       D、对身体伤害低 

E、留香味                             F、方便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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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外包装                             H、其他  

7.请问你每周洗衣的次数是 

A、1-2 次                              B、3-4次 

C、5-6 次                              D、7次以上 

8.你经常使用的洗涤产品品牌[多选题]  

A、蓝月亮                             B、立白 

C、汰渍                               D、好爸爸 

E、雕牌                               F、超能 

G、碧浪 

9.请问你一般在哪购买洗涤产品[多选题] 

A、超市、便利店                       B、淘宝、天猫等网上购物平台 

C、微商 

10.请问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购买[多选题]  

A、价格便宜实惠                       B、便捷、方便 

C、超市促销活动                       D、正品得到保障 

E、其他 

11.请问你一般从哪里获取了解到洗涤产品的信息[多选题]超市搞活动 

A、爱豆宣传                           B、网上发布(淘宝、天猫等平台广

告) 

C、传单宣传                           D、亲朋好友 

E、电视广播                           F、其他 

12.您了解过洗衣纸吗 

A、不知道                             B、不是很了解 

C、了解                               D、很了解 

13.请问您有使用过慕夕洗衣纸吗？ 

A、有                                 B、没有 

14.请问您为什么没有使用慕夕洗衣纸的理由是[多选题]  

A、不知道慕夕洗衣纸                   B、慕夕洗衣纸价格偏贵 

C、习惯使用旧的洗涤产品               D、不相信该产品的质量 

15. 对于洗衣纸的价格，您最能接受的区间是？ 

A、20及以下                             B、21-25 

C、26-30                                 D、31-35 

E、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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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问卷分析 

洗衣用品作为生活中所需的必须品，几乎人人都会有所需求。为了更准确地

了解市场需求，我们认真制定了消费者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络调查的方式，

收集了 1367份有效问卷，获得了最鲜活的消费者心理和行为数据。 

1）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 

第 1 题   您的性别   

选项 小计 比例 

男 615 44.96% 

女 752 55.0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2 题   您的年龄段       

选项 小计 比例 

18-22 216 15.8% 

23-28 771 56.4% 

29-35 171 12.53% 

36-45 86 6.27% 

45 以上 123 8.9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3 题   您目前的月收入  

选项 小计 比例 

1000 以下 78  5.72% 

1000-3000 224  16.35% 

3000-6000 577  42.23% 

6000-10000 265  19.35% 

10000-20000 164  11.99% 

20000-50000 45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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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以上 15  1.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4 题   请问您的职业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学生 156  11.44% 

公司员工 723  52.86% 

事业单位人员 194  14.17% 

自由职业 171  12.53% 

家庭主妇 86  6.27% 

其他 37  2.7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小结：本次受访的主要人群年龄 18 到 35 岁之间，以女性群体为主，收入水

平 3000-10000 之间，且大多为在职人员，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2）受访者对洗衣用品的影响因素和使用现状 

第 5 题   请问你经常使用的洗涤产品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洗衣粉 726  53.13% 

洗衣液 1121  82.02% 

肥皂 637  46.59% 

洗衣纸 60  4.36% 

洗衣凝珠 149  10.9% 

干洗剂 97  7.08% 

去渍剂 127  9.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6 题   影响您选择洗涤产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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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价格实惠 533 38.96% 

去污能力强 577 42.23% 

包装 563 41.22 

对环境污染低 544 39.78% 

对身体伤害低 600 43.87% 

留香味 659 48.23% 

方便携带 436 31.88% 

其他 134 9.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7 题   请问你每周洗衣的次数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1-2 次 428  31.34% 

3-4 次 603  44.14% 

5-6 次 261  19.07% 

7 次以上 75  5.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8 题   你经常使用的洗涤产品品牌 

选项 小计 比例 

蓝月亮 950 69.48% 

立白 529 38.69% 

汰渍 376 27.52% 

好爸爸 350 25.61% 

雕牌 343 25.07% 

超能 551 40.33% 

碧浪 250 18.2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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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题   请问你一般在哪购买洗涤产品 

选项 小计 比例 

超市、便利店 1181  86.38% 

淘宝、天猫等网上购物平台 834  61.04% 

微商 82  5.9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10 题   请问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购买  

选项 小计 比例 

价格便宜实惠 469  34.33% 

便捷、方便 1013  74.11% 

超市促销活动 439  32.15% 

正品得到保障 551  40.33% 

其他 119  8.7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11 题   请问你一般从哪里获取了解到洗涤产品的信息 

选项 小计 比例 

超市搞活动 596  43.6% 

爱豆宣传 197  14.44% 

网上发布(淘宝、天猫等平台广告) 574  41.96% 

传单宣传 339  24.8% 

亲朋好友 503  36.78% 

电视广播 633  46.32% 

其他 276  20.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小结：由以上数据可见，消费者选择的的洗衣用品主要是洗衣液与洗衣粉，

选择洗涤产品的主要原因以留香、对身体的伤害、去污能力为主，同时价格和包

装也是影响购买的重要因素，同时大都数消费者的购买渠道还是以传统的线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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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便利店为主，可见洗衣纸的产品特点符合该类群体的消费习惯。 

3）受访者对洗衣纸的认知与购买顾虑 

第 12 题   您了解过洗衣纸吗  

选项 小计 比例 

不知道 890  65.12% 

不是很了解 294  21.53% 

了解 134  9.81% 

很了解 48  3.5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13 题   请问您有使用过慕夕洗衣纸吗？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 186 13.62% 

没有 1181 86.3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14 题   请问您为什么没有使用慕夕洗衣纸的理由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不知道慕夕洗衣纸 1077 78.75% 

慕夕洗衣纸价格偏贵 205 14.99% 

习惯使用旧的洗涤产品 257 18.8% 

不相信该产品的质量 108 7.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第 15 题   对于洗衣纸的价格，您最能接受的区间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25 以下 421 30.79% 

25-29 224 16.35% 

30-35 179 13.08% 

36-40 272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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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以上 272 19.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67  

小结：调查数据发现，65.12%的受访人群都不了解洗衣纸吗，并且慕夕洗衣

纸的知名度并不高，其中有 65.12%的受访人群并不知道这个品牌。在价格因素

上，多数人可接受的范围在 25 元以下，其次时 36 元以上。可见价格在消费者的

购买因素中相对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