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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公司服装橱窗的营销研究
文/李

楠
服装橱窗是服装品牌独特的风景线，它被看作是服装品牌设计理念的生动表白，能将服装品牌文

化发扬光大。近年来世界顶级服装品牌橱窗设计的高度专业化和国内相应培训工作的开展，引领越来越多
的从业者以新的视角去关注服装橱窗的设计与使用。文章探讨生活中常见的百货公司服装橱窗的重要性、
长效与短效、
成功的密诀——
—情景营销以及国外著名百货公司圣诞服装橱窗的设计案例，以期为中国同行
所借鉴。
橱窗；百货公司；
营销

我们进入了
“视觉”为王的时代。如何在万

等方面，而忽视了橱窗营销，仅将橱窗营销视

千商品中脱颖而出？如何霸占住顾客的视线、

为最末端的营销战略，只是占据零售店固定的

让顾客接收到你想传达的信息？如何吸引到越

位置而已。

来越精打细算的顾客？怎样让顾客进入店内、

服装品牌的橱窗，
绝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

刺激他的购买欲望？视觉营销，成了一门不可

无地传达信息的工具，
它担负着诱导购买的重

不知的学问。在服装零售业界，视觉营销（Vi-

任。服装品牌的橱窗功能主要是为品牌创造独

sual Merchandising，简称 VM）正不断升级成

特的展示空间，它同时具备介绍商品、明确定

品牌竞争的核心，逐渐融入到市场营销的每一

位、教育顾客、激励消费、传播形象、展现创意

并越来越被重视。本文
个层面，变得作用巨大，

的功能。现代服装品牌尤其热衷于打造炫目的

正是基于此背景下，首先对百货公司服装橱窗

橱窗，
作为吸引消费者的强有力的工具。

的视觉营销意义进行阐述，其次对服装橱窗的

服装品牌橱窗设计既与其品牌的产品销

长效和短效进行客观分析，再次对百货公司服

售关系紧密，
又时时刻刻对其品牌的走向产生

装橱窗成功的密诀——
—情景营销进行论述，最

影响。正是因为服装橱窗设计具有一定的品牌

后对国外著名百货公司圣诞服装橱窗的成功

规划性质，
那些国际服装大牌一向对橱窗极为

案例进行归纳和总结，
以期为中国同行借鉴。

重视，
甚至投入的成本超过了商品本身（图 1）。

1 服装橱窗——
—不断升级的视觉营销战术
橱窗，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它为了满足大
型商业中心、品牌专卖店、小型零售店的展示
陈列之用，展示陈列的目的主要为促销产品、
传播品牌文化。只是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市
场的宣传、店内购物环境的布置、店员的招募

图 1：
视觉营销是品牌真正的竞争武器（巴黎春天百货公司橱窗）

李楠，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 2014 年度校级项目《时装品牌橱窗设计》
（CUC14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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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
中国服装品牌也可以在橱窗设计

积效应是不同时期内服装橱窗的不同效果连

上多投入些，使服装品牌展现出艺术气氛和非

续性作用、
互相影响、
累计起来的长期效应。它

凡神采，设计师也可运用想象、怪诞和强烈的

是塑造超级品牌的重要手段。著名品牌的诞生

魔力震撼顾客的心灵。

往往不是通过一两个漂亮打趣的橱窗或形象

2 服装橱窗的长效与短效

就能达到效果，而是经过不同时间段、甚至是

说到服装橱窗的效应，相信这是个令商家

才在人们心目中
不同时代的视觉效应的累积，

很感兴趣的话题。事实上，所有的商家都担心

留下恒久的深刻的印象，树立起持久不衰的名

服装橱窗的效应问题。商家关心橱窗的打造，

品形象。斯蒂芬·金说过，
产品可以模仿，
但成

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一炮打响，还是悄无声息？

功的品牌永远独一无二。名牌的形成，离不开

服装橱窗效应本来就有长效和短效之分。
长效，就是品牌价值、形象建立的延时效应、
累

视觉营销持续的累积效应。
服装橱窗展示还具备一种对相关商品产

则是指服装橱窗
积效应，
还有扩散效应。短效，

即扩散效应。例如，
生辐射作用的联动性效应，

制作完后所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各

路易·威登公司以旅行箱包为主打商品，通过

类优惠、抽奖、赠礼、折价券等促销活动，一经

专卖店橱窗的箱包宣传，人们对路易·威登公

展示后，该店的消费者就会一哄而上，销售很

司和路易·威登品牌产生认同感，与此同时，对

快增加，这就是服装橱窗的一种即时效应。这

路易·威登旗下的时装、首饰、手表、眼镜、丝

也是商家共同追求和期待的。尤其对于时装品

巾、鞋履等时尚产品也已经不再陌生，这些商

牌，大多数都是时效性很强的商品，短效行为

品的促销实际上已经沾了旅行箱包的光。商家

尤为重要。但这种短效应并不适合于表现任何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充分利用橱窗的扩散效应，

的时装品牌。从表面看，这类服装橱窗暂时刺

果，
同时还避免了单打独斗的展示浪费。

激了消费，提高了营业额，增进了利润，却丧失

3 情景营销：百货公司服装橱窗成功的密诀

了长远的战略目标。一次性消费行为往往是盲
目的，对于长期经营的品牌形象并无任何益

百货公司，
作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零售商
业，
很早就开始采用情景式行销。

处。往往那些急功近利的商家，在判断服装橱

情景营销理论认为，影响顾客行为的情景

窗效应时，单纯只考虑眼前的一点点利润，误

变量包含视觉、
听觉、
嗅觉等方面。百货公司的

以为服装橱窗不能迅速产生效果就是一种浪

服装专柜用香味来吸引顾客，也获得极佳的促

费，
结果会造成前功尽弃的危险。

销效果。在女装楼层使用花卉的气味、
橙子等

服装橱窗的效应显然不是炸弹式的。许多

水果的气味，
对女性很有诱惑力。而男装楼层

服装橱窗营销的即时效应常常是微弱的，不明

则适合淡淡的香水味。音乐对百货公司的服装

显的。要达到最佳的橱窗效果，常常是延时效

开门营业前开始播放
专柜的促销也颇多助益，

应和累积效应联合发挥作用。延时效应是指服

柔和的音乐，因为节奏慢的音乐能增加销售；

装橱窗展示了一段时间以后所产生的效果，因

打烊前播放快节奏音乐，迫使顾客快速离开。

为时尚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它具有一定的延

可见，
人在购物包括购买服装的过程里是容易

时性，是由顾客从接受商品信息到作出购买商

受到环境和气氛影响的。这个秘诀早已被百货

品决定的行为过程和周期所决定的。顾客从不

公司经营者所熟知，所以，在更领先一步的视

认识这个品牌，到开始有印象、产生兴趣直至

觉领域，百货公司与服装品牌上演着如火如

出现购买欲望的心理反映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

—服装橱窗展示。如果一家
荼的情景营销——

此，服装橱窗的延时效应也是种一般规律。累

百货公司，经常有抢眼震撼的橱窗秀，保证许

服饰与产业：营销

主持：刘岳屏

77

多人会被吸引前来，不管是否想购物，就是在

国内，百货公司的服装橱窗一般在九、十月份

漂亮的橱窗前拍个合影也是值得的。因此，
几

才开始策划圣诞主题，
因此难免因制作周期的

乎全球著名的百货公司们都把橱窗的服装展

效果欠缺。
仓促紧张而导致设计质量不高，

示做成一绝，值得国内的百货公司和购物中
心学习。

以童话故事做圣诞服装橱窗主题早已成
为各大百货公司不成文的惯例。英国哈罗德

设计师如何拿捏百货商场橱窗的设计重

(Harrods)百货的圣诞服装橱窗历年来主打童

点呢？橱窗是商场视觉设计的一个分支，
也是

话牌，成为许多服装橱窗拥趸者的期待。2012

比较独立的分支，所以创意空间很大，设计师

年，
向来高调的 Harrods 百货继续做足“童话”

在前期需要考虑很多能感动和吸引别人的点，

噱头，邀请了艾莉·萨博(Elie Saab) 、范思哲

这些灵感不是刻意去寻找，而是平时生活的所

(Versace) 、
奥斯卡·德拉伦塔 (Oscar De La

见所闻得来。再从中挖掘一两个小小的主题，

Renta) 等10 个礼服品牌进行合作，以迪士尼

然后用丰富的元素、灯光和道具去摆放橱窗，

故事里的公主为主角设计礼服，奇幻的布景、

关键要做到既能宏观把控，又能微调细节。这

童话里的七彩色、白雪公主、
灰姑娘辛迪瑞拉、

样一来，不仅可以令商场增加舒适的气氛，
还

长发女孩和睡美人等身着全球顶尖设计师为

能加强消费者的购物意愿。

其特别制作的礼服依次在橱窗中亮相，设计师

4 圣诞服装橱窗：
百货公司橱窗的
“重头戏”

们精心布置的这组梦幻场景，让节日气氛在路

百货公司橱窗的“重头戏”是年末的圣诞

人的惊叹中越变越浓，用唯美浪漫的故事布置

服装橱窗。鉴于圣诞能带来持续一月的销售

橱窗，
怎么看都受欢迎（图 2）。

季，也是每年最
强的“扫货季”，
这个时候最热闹
的地方就是百货
商场和购物中
心。有实力的百
货公司往往不惜
重金，在每年的
节日季都会请有
名气的设计师来
制作一套大成本
的服装橱窗。
每年圣诞节
刚过，设计师就
开始着手做下一
年的市场调 查，
定制一些特殊形
状的圣诞服装样
品，早早地做出
主题策划。但在

图 2:英国哈罗德(Harrods)百货童话般的 2012 年“迪士尼公主之梦”
圣诞服装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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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服装橱窗如果能结合上周年纪念，配
合周围购物环境去摆放适当的圣诞装饰饰品，
可以达到环境和气氛一致的效果，更容易提升
联动营销带来的独特市场魅力。

鸟笼里面，也可能在马戏场里面，给人超自然
和超现实的感觉。
Saks Fifth Avenue 的圣 诞 服装橱 窗 亦
一向成为瞩目焦点。2012 圣诞服装橱窗的主

2012 年 Galeries Lafayette 百 货 与

题是“纯真雪花秀”
（图 5），正如戏剧场景一

Louis Vuitton 携手合作的圣诞服装橱窗，以

样，主要采用白色和蓝色作为主色调，并且从

“世纪狂欢”
（The Ball of the Century）为主

后面打光，可以让人联想到无穷远的幻想。橱

题（图 3），
庆祝老佛爷百货成立 100 周年。主题

窗的主角是可爱的孩子木偶，或转动手中的

灵感来自老佛爷著名的圆形玻璃穹顶，
11 个橱

雪花，
或挥动粉笔作画。设计师发现了光影在

窗内不仅有身着 LV 制服的提线木偶女郎奏乐

创造橱窗效果中的重要性，利用 LED 显示屏

起舞，更布满了熊、火烈鸟、企鹅等各种动物，

作“黑板”，画面随着小女孩木偶手中粉笔的

菱形玻璃组合成魔法般的迷幻背景，更营造出

挥动，不断变换雪花、圣诞树、流星等图案，有

一派狂欢景象。

很多惊喜之处。

图 3：
巴黎老佛爷 (Galeries Lafayette)百货 2012 年
“世纪狂
欢”圣诞服装橱窗

图 5：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Saks Fifth Avenue)“纯真
雪花秀”
圣诞服装橱窗

Harvey Nichols 2012 年圣诞服装橱窗的

圣诞服装橱窗并非只为吸引小孩子，往往

主题显而易见：东方风情（图 4）。橱窗装扮也非

是为了推销家庭概念，才不断为小孩子提供兴

常迷人，窗框是中式的，拱形门是中式的，
扇子

奋的每一个橱窗，
幻化成一组圣诞乐园。点缀其

和纸伞也都是中式的。每个窗口的模特可能在

间的奇幻色彩和华丽的背景，
营造出节日气氛。
巴黎春天（Printemps）百货橱窗需要品牌
商提前一年来预约，
2011 年这个机会给到了
chanel，
2012 年圣诞橱窗的使用权交给了Dior
（图 6，见下页）。在名为“情调巴黎”
（ inspirations parisiennes）的橱窗里，
74 个特制的
电动人玩偶身着 12 款高级时装，忠实地再现
了迪奥先生标志性的 New Look 经典套装Bar
Suit 以及如今拉夫·西蒙（Raf Simons）设计的
2012 秋冬时装系列。服装橱窗的基调是如魔法

图 4：伦敦时尚店 Harvey Nichols (哈维·尼克斯) 2012 年“东
方风情”
圣诞服装橱窗

般美妙的梦幻场面。娃娃在丝线的牵动下，徐
徐地舞动，她们或骑着木马旋转，或穿着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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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巴黎春天（Printemps）百货与 Dior 合作的“情调巴黎”
圣诞服装橱窗

优雅滑行，
或是乘坐着热气球环游巴黎，
或是参

打扮成 Flapper 女郎的模特们纷纷穿上美轮

加假面舞会，
为行人上演即兴的圣诞魔法表演。

美奂的高级定制晚装，
带你进入极尽奢华的世

作为老牌高端百货，位于纽约上城第五大

界，从妖娆舞娘到悬浮魔术，在金黄装饰或水

道的 Goodman 百货的节日橱窗一向是纽约一

晶背景的服装橱窗里一幕幕呈现，
比真正的百

景，享有盛誉。据说地道的纽约客都认为
“没有

老汇舞台更璀璨。重金布置的服装橱窗布景重

看到 Goodman 的假日服装橱窗，就不算过节”
。

现了黄金 1920 年代的浮华气息，
David Hoey

每年感恩节前后，Goodman 圣诞服装橱窗秀正

。服装橱窗的
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
“造梦高手”

式揭幕，这是 Goodman 高级视觉总监大卫·霍

持续创新和提升是有别于其他竞争者的法宝。

伊 (David Hoey)和他的团队筹备了一整年的

Harrods 的服装橱窗全是娱乐因子，它的主旨

成果。已经连续为 Goodman 做了 15 年服装橱

是“将娱乐进行到底”
。为了纪念 《彼得潘》

窗的 David Hoey 曾说过：
“橱窗必须能叫路人

（Peter Pan） 作者 J.M. Barrie 诞生 150 周

于 3 秒钟之内即可明白设计主题，但必须同时

年，
Harrods 百货在 2010 年末布置的圣诞橱窗

要精采到让人驻足 15 分钟以上细细欣赏。”

就以
“小飞侠”
彼得潘为主题（图 8，
见下页）。橱

Goodman 圣诞服装橱窗一贯极尽富丽堂

窗以故事里的经典场景和人物为主，还推出了

（图 7），
橱
皇。2012 年的主题是“黄金 20 年代”

与此有关的圣诞装饰，整个氛围建造的像一组

窗中恍如上演了 1920 年代的爵士疯狂时代。

迷你影院。

图 7: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 Goodman)百货 2012 年“黄金 20 年代”
圣诞服装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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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Harrods 为纪念 J.M. Barrie 诞生 150 周年所打造的“彼得潘”圣诞服装橱窗

图 9：Harrods 为庆祝英国女王登基 60 周年而推出的“钻石庆典”
服装橱窗

百货橱窗的装饰对顾客总能产生一定的

下造型，
它早已从过去的纯展示商品升级为多

影响。与皇室渊源颇深的 Harrods 百货把英国

媒体+ 声光表演 + 故事叙述的多元组合，服装

女王登基 60 周年的钻石庆典 （Diamond Ju-

橱窗秀的水准是越来越高，可看性也越来越

bilee） 看得格外重要。2012 年 5 月，
Harrods

强。它们是设计师精心策划的华丽冒险，
让路

橱窗围绕着英国皇室展开(图 9)，用自己的商

人在不经意地一瞥之间就陷入琳琅温馨的梦

品（包括服装）巧妙搭建了王储一家人生活的

幻世界，用如此的梦幻置换为购物的冲动，这

有趣场景，一和“皇家”沾边，那些生活用品看

是情景营销不变的本质。成功的服装橱窗应该

起来似乎更有诱惑力了，普通的商品立刻拥有

能够在众多的店铺中脱颖而出，
引起人的注意

了生机。

和兴趣，并且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意识，将欲望

5 结语

付诸于购买行为，
从而实现推动销售的目的。

在财力主导时尚的当下，百货公司的服装
橱窗设计绝非是几个塑料模特穿些衣服摆一

（收稿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