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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自创服装品牌的营销研究
刘小雨，古

怡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各类明星在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明星自创服装品牌也成为了人们的关

注点。虽然明星具有极大品牌价值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明星光环并不能直接带给品牌成功，依
然需要合适的营销方式来经营。文章以 4Ps 营销理论为基础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当下明星自创服装
品牌如何营销。明星自创服装品牌的产品需要结合明星自身的特点和粉丝受众的需求，价格和渠道要
考虑到品牌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接受能力，促销更是要依靠满足消费者的情感和互动来推广。但无论出
于什么目的创立品牌，都不能忘记做品牌最重要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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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Analysis on Fashion Brands Founded by Stars
LIU Xiao-yv,GU Yi
（Institute of Fashion,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Various kinds of sta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eople＇s social life and culture, and the fashion
brands that they founded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too. Even though stars are of great brand value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halo’of being stars cannot bring them success directly and they still need to
manage the brands with proper market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Marketing Theory of 4Ps,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se stars operate and market their brands by analyzing actual cases. The products of these
brands shoul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rs themselves with fans＇ demands. The prices and places
should be determined when the balance between bebefits of brands and purchasing power of consumers
considered. The promotion should proceed while the consumers＇ emotional and interactive needs are
satisfied. Whatever the purposes of founding brand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cannot be forgotten
is to provide good products and service experience for consumers.
Keyword：
Stars;Fashion brands;Fans;Marketing

明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多指

瓦·本哈姆从经济学角度将明星定义为能靠名

有名的歌手、
演员、
运动员等” ，
维基百科中明

誉为之带来经济收益的人、
场所或者企业等［２］。

星指有较多“粉丝”的著名公众人物。弗兰斯

约翰·费斯克从文化传播角度将明星定义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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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
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内与之间重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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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品牌的发展与运作。

１ 国内明星自创服装品牌的现状

征的个体” 。除了传统的影视文体明星，大众

国内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明星品牌当属运

媒介的发展和变化还造就了许多网红明星、电

。体育明星李宁在 １９８８ 年创立
动品牌“李宁”

竞明星等等，考虑到其知名度和影响范围，本

“李宁”
，经过这二十几年的经营探索，已成为

文的明星仅指前者。从 ２０ 世纪初明星制的建

国际化的知名民族品牌［６］。李宁的成功引起一

立与兴盛［４］，
到当下各类明星的大量涌现，明星

些体育明星的效仿，如李小双、邓亚萍等，但他

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传播中的重要部分，产生极

们都再难取得这样的成绩。影视明星较早创立

大影响。有些明星或出于兴趣、
或追求更多经济

服装品牌的是香港明星陈冠希，
２００３ 年陈冠希

收入、
或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利用自己的号召力

创立的潮牌 ＣＬＯＴ 在国内国际都有一定影响

通过其在作家、
赛
开拓副业。蔡骐曾以韩寒为例，

力。如果说李宁的成功与国家的大力扶持有很

车手、
导演等多个身份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来分

大关系，那么年轻偶像们的品牌则完全靠自己

析以偶像为核心的明星经济模式中明星本人的

打拼经营，这少不了“粉丝”的热情支持。随着

品牌价值及其产生的不容小觑的经济效益 。由

媒介方式的快速发展，过去“粉丝”单向接受的

于明星常与时尚挂钩，因此很多明星参与服饰

传播过程已经变成传受双方的高度互动模式，

［３］

［５］

设计相关行业，明星本人作为品牌创始人或合

“粉丝”把消费明星相关产品作为与之互动和

伙人成立服装品牌，即明星自创服装品牌。明

拉近距离的方式［７］，
“粉丝”对明星的喜爱和认

星自创服装品牌跟一般服装品牌有所不同，很

同都会以或高或低的消费行为予以呈现［８］，
将
“粉

多方面都要考虑到明星自身情况以及明星与

丝”消费者对明星的情感转化为实际经济收益

“粉丝”
消费者的情感和关系。但目前明星自创

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有成功案例在先，也吸引

服装品牌领域可参考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

了越来越多明星投身于此，开始经营自己的服

４Ｐｓ 营销理论的框架，从产品策略、价格策略、

装品牌。表 １ 是目前国内较有名气的部分还在

渠道策略、促销策略四个方面，以实例来探讨

营业的明星自创服装品牌。

表1

Tab.1

国内部分明星自创服装品牌

Some domestic fashion brands founded by stars

明星

品牌

明星

品牌

李宁

Ｌｉｎｉｎｇ

陈冠希

ＣＬＯＴ

李晨、
潘玮柏

ＮＰＣ

罗志祥

ＳＴＡＧＥ

李灿森

Ｓｕｂｃｒｅｗ

五月天阿信

ＳＴＡＹＲＥＡＬ

陈建州

ＦＥＶＥＲ

古巨基

ＨＴＤＧ＆Ｓｏｌｏ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ｙ

林俊杰

ＳＭＧ

薛之谦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郑恺

Ｄｕｅｐｌａｙ

陈赫

Ｌｏｕｇｈ Ｌｏｕｄｌｙ

廖人帅

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

余文乐

Ｍａｄｎｅｓｓ

周杰伦

ＰＨＡＮＴＡＣｉ

成龙

Ｊａｃｋｉｅ Ｃｈａｎ

周笔畅

Ｂｅｇｉｎｓ

高圆圆

圆漾
小飞象 ｏｒｆｉｌａ

张震岳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ｌａｙ

吴昕

李荣浩

１７ｓ．ｔ．ｅｖｅｎ．ｅｅｎ

周柏豪

ＸＰＸ

张子萱

ｃｈｅｅｓｅ＆ｋｉｓｓｅｓ

汪东城

Ｍ ＪＯ

徐娇

织羽集

杜海涛

熊先生

乔振宇

ｗｉｌｄ ｂｕｎｃｈ

李斯丹妮

ＥＶＩＬＣＨＩＬＤ

张俪

Ａｌｅｘｉｓ Ｌａｖｉｇｎｅ

包贝尔

Ｗｉｒｅｄ Ｍｏｏｄ

钱枫

Ｈａｌｌｗａｙ

胡军

ＪＵＮ ｂｙ ＹＯ

蔡康永

ｃａｉ

吴克群

ＤＥＢＲＡ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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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本身所具有的人脉、资金、渠道、推广

虽然如何在一众潮牌中做出特色是个难题，但

等方面的优势是其自创服装品牌发展的良好

明星之所以能成名，多半都是有自身的特别之

基础，然而明星自创品牌虽然容易得到知名

处，利用好就能做出有特色的产品。演员陈赫

度，但很多品牌本身缺乏品质认知、品牌联想

在参加综艺节目时，其出色的推算能力让他大

等品牌资产 。虽然有些明星自创服装品牌取

出风头，被冠以“天才”称号，而后他推出自己

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并非每个都有那么好的运

的服装品牌，
称其为“天才出品”
。
“天才”
、
节目

气。例如，
根据淘宝星店的记录，
曾有 ３２６ 位明

中的一些口头禅以及陈赫曾经饰演的角色“贱

星入驻，但统计下来实际上至今仍在经营的店

人曾”
都是产品的主要设计元素。如图 １ 所示，

铺已不足半数，
可见做好品牌绝非易事。

该品牌的产品色彩鲜艳、风格搞怪、款式多样，

２ 营销策略分析

带有浓烈的陈赫个人特色，让消费者在看到这

２．１ 产品策略

些产品时能迅速识别出其品牌。且品牌常推出

［９］

华丽志发表的《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时尚消费调
查报告》［１０］中显示，有一定购买力的 ８０、
９０ 后
对于时尚消费越来越趋于理性，样本中 ８２．５％

新鲜有创意的设计，保持每个月更新产品，让
消费者更加关注和喜爱。
而当下服装产品越来越多样化，消费者也

的人在时尚消费上或多或少会受到名人效应

有了更多的需求，一些小众市场也大有机会，

的影响，然而在实际消费中，受明星创始人影

尤其是明星依靠自身知名度很容易在圈子里

响的只有 ６％，
８４．１％的人还是更看重产品质量

被推广和认可。演员徐娇就是个很成功的案

和设计。这说明明星自创品牌固然能得到消费

例。徐娇在国内 ｃｏｓｐｌａｙ（服饰扮演）圈子里是

者们的关注，但要发展运作下去，还是要靠优

个知名人物，受到很多圈内优秀人物的肯定和

质的产品。如果品牌没有打动消费者的产品，

支持，广大爱好者也对她好评如潮。她的产品

将受众局限为忠诚的老粉丝是难以拥有持续

主要是原创改良汉服和配饰，如图 ２（见下页）

的生命力的，所以企业要提高产品质量、完善

所示。在如今有些山寨货比正品更质优价廉的

体验服务，在目标群体里维护并发展更多粉丝

尴尬局面下，她的产品也打败众多仿品成为
“粉丝”
首选。许多喜欢汉服的消费者因此更加

消费者［１１］。
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涉及到质量、
设计、
选择

喜爱徐娇，而喜爱徐娇的许多“粉丝”也更加喜

性等多方面。当下明星做服装品牌倾向于做潮

欢汉服，对她和品牌是双赢互利的作用，也是

牌，表 １ 中列举的品牌中一半以上都是潮牌。

对汉服文化和 ｃｏｓｐｌａｙ 文化的发扬。

Fig.1

图 1 陈赫自创品牌 Laugh Loudly 的产品
The products of Laugh Loudly founded by Michael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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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娇自创品牌织羽集的产品
The products of Zhiyuji founded by Xu Jiao

图2

Fig.2

不是每个明星自创品牌都能做出受消费

要承受“粉丝”
们的高期待和高要求。不少品牌

者青睐的产品。很多明星自身的形象极大限制

的产品缺乏设计感或不够独特，生意惨淡甚至

了品牌的定位，有些品牌因为不合适的产品风

（ｆａｓｈｉｏｎ）成为流行语
倒闭。例如，在“欢型”

格而束缚了品牌的发展。明星品牌的受众属于

后，主持人谢娜趁势推出服装品牌“欢型”
，如

什么样的群体，与明星本人的形象有关。作为

图 ３ 所示。创立之初，
凭借谢娜的人脉和名气，

自己品牌的实际代言人，明星自身的穿着风格

确有很多“粉丝”
捧场支持。然而很多人认为产

影响了消费者对其产品风格的认知，因此在提

，网络上不乏吐槽和批评的声
品的设计“很土”

到该明星的品牌时，消费者会下意识地比较自

音。短短一年时间，
“欢型”的淘宝店铺就关闭

己与该明星的风格是否相似，从而影响对品牌

了，
转至乐蜂网后也并无起色，
最后退出市场。

的选择。例如演员包贝尔在观众的印象里一直

２．２ 价格策略

是老实幽默，在影视剧中的角色也很少有前卫

产品价格如何定位，不仅要考虑到成本、

时尚的。他的潮牌产品无论是设计还是质量，

利润，还要考虑消费者的接受能力。明星的受

都算的上优良，可销量却不佳，一方面有推广

众跟明星本人有关，所以不同明星有不同的消

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出于产品不适合他的形

费者对象，其消费能力也各不相同。明星自创

象，喜欢潮牌的年轻人会更倾向于选择看起来

品牌作为一种名牌，肯定会存在品牌溢价。粉

就很“潮”
的明星。

丝对明星的情感是维系“粉丝”产业的纽带［１２］，

明星自创品牌享受了明星自带的光环，就

图3

Fig.3

粉丝会出于对偶像的崇拜和迷恋，而愿意支付

谢娜自创品牌“欢型”的产品

The products of HUANXING founded by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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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溢价。大多数明星自创品牌的产品价格

刚毅时尚的成熟男性，打造成一个轻奢品牌。

都要高于市场同类产品，例如薛之谦的品牌，

他的产品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如图 ５ 所

卫衣、牛仔裤 ４９９ 元的价格甚至比一些大品牌

示。这在国内明星自创品牌里尚属少数，但在

的产品还要昂贵，如图 ４ 所示，但依然有很多

国际上则并不少见，也是给了明星品牌一个参

粉丝买单。

考方向。

虽然薛之谦品牌的产品价格相对较昂贵，

但价格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不是所有粉丝

但仍在大多数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即使没那么

都愿意付出高价，一般名气越大的明星其品牌

宽裕的消费者咬咬牙也可以买得起。许多明星

流量也越大，成交量也会水涨船高；一些名气

自创品牌采取相似的定价策略，产品价格多在

没那么大或者已经没那么当红的明星，本身就

１００~８００ 元之间，没有比市场同类产品的常见

缺少关注，价格更会将一些消费者拒之门外。

价格更低的，
也不会昂贵到完全负担不起。

例如歌手吴克群品牌的产品也是几百上千元，

但也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走这样的路

如图 ６（见下页）所示。其淘宝店铺的各产品销量

线。明星自创品牌的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因

基本都是几十甚至只有个位数，
显然消费者并不

此很多品牌都考虑到年轻人的消费能力。然而

买账。

有的明星并不是做年轻人市场，价格策略就有

２．３ 渠道策略

所不同了。例如演员胡军一向以成熟、稳重的

有别于传统渠道，明星自创品牌基本都是

硬汉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因此胡军的服装品

小规模企业，难以建立庞大的营销网络，因此

牌将目标定位于 ３０ 岁以上、有较强消费能力、

明星品牌的销售渠道以线上和直营店为主。

图4

Fig.4

薛之谦自创品牌 dangerous people 的产品价格

The products of Dangerous People founded by Joker Xue

图5

Fig.5

胡军自创品牌 JUN by YO 的产品价格

The products of JUN by YO founded by Hu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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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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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群自创品牌 DEBRAND 产品价格

The products of DEBRAND founded by Kenji Wu

NPC 在多地的店铺
The shops of NPC in some cities

图7

Fig.7

STAGE 在多地的店铺
The shops of STAGE in some cities

图8

Fig.8

（１）线上渠道。现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多，也就更容易犹豫。线上购物可以方便地比

不仅带给了消费者购物的便利，也给了消费者

较各品牌、各产品，再加上缺少对环境、产品、

更多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企业从线下转移到线

服务的真实体验，仅依靠图片的刺激，不容易

上，最近几年出现的明星自创品牌大多都是从

实现冲动购物。尤其是线上店铺很难营造出实

线上起步，而创立较早的品牌也拓展了线上业

体店铺里的气氛，消费者缺少情感共鸣，明星

务甚至把销售重心转到线上。在表 １ 中提到的

自创品牌对于消费者的情感优势得不到体现。

明星自创品牌全部都开通了线上渠道，平台以

（２）直营实体。一些创立较早的品牌依靠实

淘宝网居多，还包括有货、微店、京东等。明星

体店铺发展起来，
因此比较注重实体店的经营。

的粉丝遍布全国各地，相较于实体店铺，线上

例如潘玮柏、李晨共同创立的潮流店 ＮＰＣ 在北

店铺能获得更多消费者，也让消费者更加方便

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开设多家直营店，如

有效地购物。

图 ７ 所示。歌手罗志祥的品牌 ＳＴＡＧＥ 也进驻了

然而在线上平台购物时，消费者的选择更

上海、
南京、
武汉等地，
如图 ８ 所示。实体
香港、

58 服饰导刊

FASHION GUIDE 二零一八年

十月 / 第七卷

第五期

店能给消费者更好的试用体验，让消费者找到

生新的信息，人们每天接受的信息流量巨大甚

适合自己的产品，同时店铺内的装修、陈设、氛

至超载。品牌想要被更多人了解关注，应善于

围都能更加打动消费者，有可能与明星本人面

制造话题，利用合适的人物、事件、关系等进行

对面接触极大地刺激了消费者们去店内消费。

良性的营销传播［１３］。

有些品牌虽然是从线上开始，但随着品牌

话题营销是口碑营销的一种形式，意指让

的日渐发展壮大，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

广告主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消费者谈论的话题，

求，也开始设立实体店。例如主持人杜海涛在

同时达到营销的目的［１４］。目前新浪微博月活跃用

线上成立的家居生活品牌“熊先生”
，在长沙、

户达 ３．４ 亿，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社交媒体平

武汉等地开设多家实体店铺，让消费者直接体

台［１５］。每天新浪微博都会刷新不同的话题，每

验产品，如图 ９ 所示。很多明星自创品牌限于

当有大新闻出现，都会有博主第一时间发布头

资金、人力等方面的限制，实体店覆盖的区域

条和热点，这也成为了现代网民获取新消息的

比较少，但随着品牌越做越大，都会慢慢协调

重要渠道。在表 １ 列举的品牌中除了ＷＮＰ 和

线上线下一起发展。

Ｊａｃｋｉｅ Ｃｈａｎ 外全部开通了微博，发布产品信

２．４ 促销策略

息并和“粉丝”
互动。明星本人也常会发布产品

促销策略是指企业如何通过人员推销、广

有关的微博，
并利用社交人脉扩散传播。例如，

告、公共关系和营业推广等各种方式，向消费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郑恺的服装品牌 Ｄｕｅｐｌａｙ 与

者或用户传递产品信息，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

ＵＧＧ 合作推出兔子雪地靴，邀请众多明星和知

趣，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以达到

名博主在微博发表穿着该雪地靴的照片进行

扩大销售的目的。明星自创品牌一般难以支撑

推广，如图 １０（见下页）所示，得到了“粉丝”热

电视、网络广告和一些其他收费推广方式的费

情回应，风靡一时，也使得 Ｄｕｅｐｌａｙ 被更多“粉

用，所以多是依靠自身的出镜率和影响力以及

丝”
消费者熟知。

一些娱乐媒体的宣传。此外相比于一般服装品

除了自己制造话题，还可以借助社会热

牌，明星自创品牌更多建立在与“粉丝”消费者

点。明星自创品牌最常见的是推出与知名品牌

的情感关系之上，经营好与“粉丝”消费者的关

的合作款，如 Ｂｅｇｉｎｓ×Ａｄｉｄａｓ Ｍｉ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系是提升品牌忠诚度很重要的方式。

Ａｌｅｘｉｓ Ｌａｖｉｇｎｅ ×ＰＬＡＹＢＯＹ、
ＰＨＡＮＴＡＣｉ ×ＰＵＭＡ

（１）推广。明星自创品牌虽然带有明星创

等等，还有与艺术家、设计师等的联名款，如

始人的光环，但品牌要得到持久的关注还是需

Ｍａｄｎｅｓｓ×伍迪·艾伦等，每次
ＭＬＧＢ×朱敬一、

要有效的媒介和合适的载体来进行品牌的推

发售都会引起一阵热潮。积极参与一些社会活

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产

动也会 增 加 品 牌 的 曝 光 率 ，如 罗 志 祥 品 牌

图 9 “熊先生”
在多地的店铺

Fig.9

The shops of BEAR FAMILY in som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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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众多明星为兔子鞋宣传
Many stars did propaganda for Buddy Bunny

徐娇、陈赫、古巨基在节目中穿着自己品牌的服装
Xu Jiao, Michael Chen and Loe Ku wore clothes of their own brands

图 11

Fig.11

ＳＴＡＧＥ 常年热衷公益，
与罗慧夫基金会、麦当劳

服务［１６］。无论是 ４Ｃ、
４Ｒ 营销理论的提出，
或是湿

叔叔之家等合作慈善义卖，帮助患病儿童获得

营销理论的出现，都显示着企业与顾客的关系

医疗救助，既传递了正能量又建立起品牌良好

越来越重要，营销终端更加重视用户体验和情

的社会形象。又如这几年越来越火的电子竞

感需求。但线下购物注重顾客的真实体验，
这是

技，不少明星都是游戏玩家，其中林俊杰就组

线上购物与之很难弥补的差距。如何在虚拟平

建了一支电竞战队，队名使用自己品牌的名字

台上经营好与“粉丝”消费者的情感和关系，给

“ＳＭＧ”
，将品牌内涵贯彻到战队精神中，让更多

消费者更多的消费刺激，促进“粉丝”消费者的

人认识到这个品牌及其文化。
此外明星自创品牌推广的最大优势就是
明星本人可以让自己的产品有更多出镜机会。

消费，
是明星自创品牌要解决的难题，
除了做好
产品，
还需要在营销方式上下功夫。
电商销售最重要的是视觉体验，店铺整体

尤其是一些当红明星，通过在知名节目或影视

装修风格、产品设计、产品展示方式都是消费

剧中使用自己的产品就可以引起大量关注，如

者最直接的视觉感受。好的视觉设计更有吸引

图 １１ 所示是徐娇、陈赫、古巨基在节目中穿着

力，也能加深粉丝对明星及品牌的感情。例如

自己品牌的服装。

演员张子萱的品牌主打少女甜美可爱风格，因

（２）体验营销。
体验营销是让消费者从感知、
行为、
情感、
思维等各种体验过程中感受商品或

此店铺整体色彩采用粉色系，首页展示的是热
销产品和新品海报，以及张子萱本人各种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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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

图 12 张子萱自创品牌的店铺
The shop of cheese&kisses by Zhang Zixuan

的展示视频，表现出了她的古灵精怪、大胆活
泼的性格，店内所有产品都由她当模特亲自试

３ 结语
本文以 ４Ｐｓ 营销理论为基础，通过案例分

穿拍摄展示图片，
带给消费者更直观、
真实的感

析探讨了当下明星自创服装品牌的营销方式。

受，
拉近消费者与明星的距离，
如图 １２ 所示。顾

明星自创服装品牌的产品需要结合明星自身

客收到的产品实物优质、包装精美，还会附送

的特点和粉丝受众的需求，价格和渠道要考虑

赠品。而直播开始进入电商平台也给了企业与

到品牌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接受能力，促销更是

消费者更好的互动方式，张子萱也开始尝试直

要依靠满足消费者的情感和互动来推广。有的

播新品发布，既展示了产品也满足了“粉丝”与

品牌越做越好，而有的却难以为继，如何正确

明星近距离互动接触的渴望。这些从整体到细

营销自己是明星自创服装品牌需要思考的。但

节都用心的营销方式是十分打动消费者的，从

无论明星是从盈利还是兴趣的原因出发，做品

销量和买家评论都可以看出消费者的肯定和

牌最重要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

支持。

务体验，合理引导“粉丝”消费者对明星的感

采用相似策略的明星自创品牌有不少，明

情，
而不是消费“粉丝”
的喜爱，
辜负其真心。

星亲自做模特试穿服装，在店内布置大量海报
和视频，与“粉丝”消费者进行互动，这比只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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