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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体验馆”岳阳市场推广活动方案 

一、作品简介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服又称汉衣冠，是从黄

帝即位至明末这四千多年中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汉人王朝推崇周礼，

象天法而形成千年不变的礼仪衣冠体系。 

汉服作为一种民族服饰，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回顾昔日的盛世华章，仍

可见一个朝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气节。传承至今，丢失的精髓我们需要慢慢找回，

加入中国当代的盛况元素，传承传统民族精神，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学习传统文

化，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需要更多的青年人加入这个行列。展现华夏民族服饰

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热爱的表现形式之一。现如今“汉服”市场较为火热的

情况下，从事汉服文化的传播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和颂扬中华传统文

化，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个人价值，为社会作贡献。 

本次活动主要针对“汉服体验馆”在岳阳市场的推广和提高影响力。作为华

夏民族服饰及形象的完美展现，相信能吸引热爱传统服饰的消费者加入，并打入

岳阳市场。同时希望更多的消费者了解汉服服饰文化并能爱上汉服。 

本次市场推广活动方案主要是为了让“汉服”能顺利打入岳阳市场，提高人

们对汉服的认知度，发现潜在客户，提高其知名度。本次推广活动方案主要从市

场分析、新品分析、新品 SWOT 分析、产品定位、推广目标、推广策略、经费预算、

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 

本次推广活动方案预算费用 3 万元，通过方案的实施，让“汉服”打入岳阳

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并达到 30%，销售额达到 30%。 

为了做好本次推广活动，前期做了一定的市场调查，了解目前岳阳消费者对

汉服的喜爱程度和对汉服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本次推广活动就是让更多人们了

解汉服，喜欢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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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思路 

本次“汉服体验馆”推广活动主要从市场分析、新品分析、新品 SWOT 分析、

产品定位、推广目标、推广策略、经费预算、效果评估等方面来开展。 

其中重点对汉服的发展由来、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进行宣传，提高汉服在人

们心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三、设计过程 

（一）市场分析 

1．企业的营销环境分析 

汉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经历了几千年的积累，当今汉服的意义不

仅仅是一件普通的衣裳，它已经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血脉，已成为民族的历史，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承载物。“汉服”作为汉族文化的体现，当今汉

服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特别受到年青人的追棒。21 世纪，信息化和互联网时

代，网上购物成为人们的消费方式之一，网店也有许多宣传汉服的青年爱好者。

经过前期调查，目前“汉服”实体店较少，价格比网上的略高，“汉服”爱好者找

不到心仪的汉服，大部分爱好者会选择在网上进行定购。 

2．消费者需求分析 

近年来，随着古装剧的热播，美衣华服掀起了一阵浪潮，汉服的商业化必人

们消费的趋势之一。汉服的销售首先是在网上流行和热销，汉尚华莲、梨花渡、

钟灵记、重回汉唐等淘宝店铺在业界已小有名气。目前市场上汉服实体店比较少，

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比较高，预计汉服体验店的销售前景应当不错。 

汉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服饰，它和其他服装而言价格相比较高，穿着时间和机

会较少，大多数经济实力较弱的学生群体会选择咸鱼类的二手市场进行购买，而

其他购买能力较强的会选择专门定制和收藏。消费者之所以选择汉服，其理由一

是追求古典美的审美需求，二是受影视古装剧的影响，对美、新、异的追求，从

文化因素的角度理解也是高层次文化内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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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争产品分析 

当今汉服复兴力量还比较小，但随着汉服产业链的发展，各种竞争也会逐渐

涌现，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目前绝大多数汉服销售都是通过网

上交易平台进行的，所以汉服体验馆的压力很大，所面对的全国性的网店。因此

趁着汉服市场还未完全打开，尽快形成自己的品牌形象，从而占领汉服市场的一

部分市场份额。 

经过前期调查，搜集了几款在网上销售很好的几家网店的汉服： 

（1）汉尚华莲（“穿在身上的历史”） 

汉尚华莲创建于 2008 年，其店内服饰都是自创服饰，所有汉服采用纯手工制作，

价格较贵。女款主要以传统的齐胸和儒裙组成，展现的是唐代时期的服饰。男款

以晋制交领上襦和一片式儒裙组成，整体柔软、亲肤、透气、舒适。 

 

图一：汉尚华莲的女款和男款 

（2）梨花渡 （原国色芳华原创汉服店） 

梨花渡创建于 2010年，其店内服饰凭借着亲民的价格，精良的做工，很好的

售后服务，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其店内服饰主要款式有交领襦裙、对襟襦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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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胸襦裙、大袖衫、配饰等。 

 

图 2：梨花渡的女款服饰 

（3）钟灵记汉服 

钟灵记拥有独立生产链，整体风格偏中式，因为手工制作所以服饰精美、精

细，价格有点偏贵。 

图 3：钟灵记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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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品分析 

“汉服体验馆”主营业务是销售汉服、出租汉服和定制汉服。在售卖的同时

又制作自己独特风格的汉服，结合广大消费者的喜好加上独特的创意设计，推出

现代时尚元素和汉服元素相结合的服装。产品利益来源于销售汉服和租赁汉服，

同时还可定制汉服，在体验馆可以让消费者选到称心如意的汉服。 

汉服实体店已在成都、上海、广州等地落地开花，而大多数消费者最为关心

的问题是实体店的汉服是不是盗版的，承诺店内所有的汉服都是原商家亲自挑选，

不会有盗版服装。会进行独立的制作，挑选合适的汉服，让汉服文化在岳阳传播

开来。致力于打造对消费者穿着舒适和健康并拥有独特风味的汉服，融入流行与

典雅的元素，配以时尚简约流畅的线条，尽善尽美的版型设计，符合消费者的身

形特点，让消费者了解汉服并喜爱汉服。 

（三）SWOT分析 

 

S 优势 

1. 以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2. 推出和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的汉服作为重点产品，抢占市场先机。 

3. 产品质量可靠，诚实守信，不会用粗劣材料或盗版欺骗消费者。 

 

W 劣势 

1.汉服店目前没有专业的设计团队，汉服的设计师不多缺少人才。 

2.第一次开店缺少经验，经商渠道不健全，销售网点少。 

 

 

O 机会 

1. 目前市面上汉服体验店较少还在起步阶段，可抢占先机进入市场。 

2. 产品符合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需求，切入点好，前景不错。 

3. 一些大城市汉服实体店规模小，经营能力弱，制作汉服的专业知

识低，没有成形的市场运作模式，但对于本店来说却是进入市场

的好机会。 

T 威胁 1. 市面上已有一部分汉服品牌，而本店是新加入者，知名度不高。 

2. 由于目前岳阳市场汉服体验店稀少，顾客不了解，会以为是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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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竞争对手实力强大，市面上替代品威胁大，产品更新速度快。 

（四）产品定位 

1． 对象选择 

产品对象以岳阳市场为主，广大消费者都可进本店购买、定制。其中以青少

年为主，因为岳阳大学较多大部分年轻人喜欢追寻潮流，目前汉服市场上消费者

也年轻人比较多。 

2．产品市场定位 

近年来，随之影视的影响下，传统文化渐渐复兴国人也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

当代年轻人追求的古风艺术为汉服市场开拓了市场，本店采取的让古风风格和时

尚潮流相结合，传统而又不失落后。 

从目前市场服装来看，绝大部分是以潮流、时尚、酷为主。传统服饰只占有

一小部分，从岳阳这个有名的文化古城来说，让人们喜爱汉服是很容易的。从而

进入岳阳市场，尽快形成我们独特的品牌服饰。 

3．产品功能定位 

传统与时尚相结合，优雅，大气，经典，个性化。 

（五）推广目标 

补充岳阳汉服服装市场，传播汉服传统文化，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让人们接受汉服并了解汉服背后的文化，提高服装市场占有率 30%，销售额达

到 30%。 

（六）推广策略 

1．广告宣传设计 

使用张贴海报的形式在岳阳地区进行宣传，并同时以发传单的形式，在岳阳

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派送。 

进行网络宣传，在网上列出活动时间、地点和内容，诚邀消费者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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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微信朋友圈转发活动信息。 

广告语： 

“汉服之花，绽放岳阳！” 

“推动汉服风，共筑中国风！” 

2．公关主题活动 

汉服时装秀 

（1）活动目的：让消费者认识汉服，对汉服有初步的认识，提高汉服体验馆

知名度，使消费者初步建立对体验馆的好感，并进入岳阳服装市场，保证首期服

装销售任务，为以后的经营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吸引周边的消费者。 

（2）活动时间：2019 年 10月 1日-4号，国庆节放假，人流量大。 

（3）地点：选在人流量大的步行街。 

（4）活动的详细安排：装修好店内复古，简约，时尚的风格，并提前预定好

店内需要摆放，出售的服装，搭好时装秀的台子，准备好活动期间的服饰，提前

请好时装秀的模特，并让她们试穿服装调整好尺寸。安排好工作人员在各个岗位。

招聘一些营销人员在活动当日进行宣传，主持人负责整个操作流程，并传播汉服

知识，说明每件汉服背后的故事，吸引顾客前来观看和消费。 

3．媒介选择 

（1）新媒体—互联网络利用电子信息技术与网络为媒体而传播的广告。网络

平台、QQ、微信和百度贴吧，进行活动宣传、推广，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观看。 

（2）发放传单，与人工宣传相结合，向广大消费者进行宣传。 

4．促销活动 

由于体验店刚开张，所以采取的是先走量，让岳阳地区的广大消费者知道汉

服体验店物美价廉。 

以旧翻新活动，凡在本店定制汉服可在一年后重新翻新，不收任何费用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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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小票和单据。 

开业大酬宾，开业期间汉服全场八折免费办理会员卡，采用会员积分制。 

抽奖/摇奖活动，购物满指定金额就可以免费抽奖或者选择摇奖，设置特等奖、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奖品价值不等，调动顾客的兴趣。 

限时抢购，在指定的时间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出售部分商品来吸引人气。 

免费送小礼品。 

使用微信朋友圈发出活动信息可免费租服装一天，以便扩大宣传吸引消费者

前来参观。 

（七）经费预算 

“汉服体验店”岳阳市场推广活动经费预算如下：   

表 1：             经费预算                单位：元 

项目 数目（张/份） 金额 

海报 30份 30 

宣传单 1000 张 500 

小礼品 400份 800 

奖品 400份 4000 

场地搭建费  1000 

模特费 10人 2000 

主持人 1人 400 

合计 1830 8730 

（八）效果评估 

通过本次广告策划活动，让岳阳地区的广大消费者对汉服有了初步认识，吸

引购买者进行店铺并消费。同时提升消费者对汉服的喜爱，提高市场占有率并达

到 30%，使销售额达到 30%。门店效果不错，与线上进行相结合，树立良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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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九）创新方面 

1．在服装设计方面，采用时尚元素与传统元素相结合，在尊重汉服传统艺术

的前提下，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让顾客有不一样的体验。 

2.在广告创意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网络营销的方法，拥有自己的淘宝店铺线

上跟线下相结合，方便于客户。 

3.在推广活动方面，进行汉服服装秀，并主动邀请顾客参加，并赠送精美小

礼物。 

4.在思维方面，我们致力于传播汉服文化让人们了解汉服文化，体会其中上

下五千年精美服饰的特点。 

四、成果特点 

（一）策划方案具有目的性 

本次推广活动，准备使用 3 万打入岳阳服装市场，成为家喻户晓的汉服体验

馆。并且提高市场占有率达到 30%，营销额达到 30%。普及岳阳消费者对汉服的相

关知识，汉服体验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为以后发展潜在客户奠定基

础。 

（二）策划方案具有创新性 

本次推广活动方案充分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互联网的相关便捷性进行广告

宣传，使众多消费者知晓汉服体验馆，同时也便利了消费者，让其足不出户就能

购买汉服体验馆的相关产品和服饰。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平台，让消费者在线上订

单在线下进行体验，同时也提长了汉服店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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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获与体会 

（一）收获 

通过设计本次推广活动，让我对广告推广活动有了更深一步地了解。同时对

市场营销专业知识有了一个全新的回顾与巩固，同时对活动方案进行规划，对市

场调研、研究和策划方案的编制有了更好地认识和了解。通过毕业设计对汉服传

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认识到理论要与实际更好地相结合。 

（二）体会 

通过制作本次推广活动方案，使我受益匪浅。提高了自身的写作能力和思维

能力，对推广活动方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方案的选题冥思苦想到绞尽脑汁想

方案的具体内容，一步步都是在提升。从最初的迷茫，到选好题材慢慢进入写作，

再到思路逐渐清晰，整个过程酸甜苦辣其中各个滋味难以形容。其中也收获了很

多脚踏实地，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我

在此次设计中最大的收获。在此更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我的导师和专业指导老师对

我的帮助，是你们细心的教导和关怀，使我能顺利的完成毕业设计。对此我要向

我的导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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