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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包装

包装的定义到底是
什么？

不是我们反应慢，是这世界变化快

你是主流消费者么？ 包装到底如何影响
消费者购买行为？

思考问题有始有终

谈谈消费者 包装的影响 怎么做？



浅析包装



何为包装？
What is packaging?

包

装



何为影响消费者行为
之包装?
What is packaging that affects consumers’ 
behavior?

装饰产品，锦上添花的包装？

传达信息，提升品牌的包装？

门当户对的包装？

X 包裹，盛放产品的包装？

保护产品的包装？



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及紫丹印务有限公司，隶属上海紫江企业股份和紫江集团，专业从事各类纸包装设计，
印刷及生产，装备当今世界最高水准的柔版和胶板印刷机、糊盒机、制袋机，联线裱瓦等设备。拥有10万级的净化车间，智能化制造工厂，企
业资源计划(ERP)计算机管理系统及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

ZIDAN
Pursuit of 100% perfection

The best product is where 
the best packaging be
Lu Weida– General Manager



谈谈消费者



谈谈我们的消费者—60,70后
Consumer—60’s 70’s 

60后
有理想、谨慎保守，对价格敏感

70后
勇敢坚强，工作认真、善于理财



谈谈我们的消费者—80,90后
Consumers—80’s 90’s

80后
热情奔放，爱消费、爱理财

90后
个性张扬，不差钱、敢花钱



手机消费观念对比
Mobile phone  

• 60s：便宜

• 70s：性价比+功能

• 80s：品牌+操作系统+价格不敏感

• 90s：外形设计+性价比



说说我们的消费者—00后
2018成年元年



说说我们的消费者—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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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当今的主流消费群体
85’s 90’s 00’s

• 主流消费群体特征

• 成长环境优越，物质丰富，价格敏感度低

• 审美基础高，颜值当道

• 信息爆炸的时代，新事物接受度高

• 视野宽阔，辩证思维好

• 随着90后，00后成为市场消费主力，颜值经济时代到来。
时尚，明亮，个性化等等关键词也成为包装领域设计风向
标。

• 外卖市场的蓬勃发展，让众多商家意识到只靠优质的产品
本身不足以获取客群，更吸引消费者的包装才是重点关注。



如何影响？
How does the packaging affect consumers’ behavior？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包装，在购买选择时，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答案一定是多方面的。但是包装是产品的外衣，是

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包装能够引入入目，提升产品和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进而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识和购买行为，对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包装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
从以下四方面：

影响购买决策

改变购买预期

引导重复购买

提升品牌认知



包装影响购买决策
Buying decision

A
复杂购买行为

消费者高度参与

各品牌，规格差距显著

购买风险大

B
习惯性购买行为

经常性购买

各品牌产品差别小

购买过程简单

C
寻求多样化的购买行为

虽然各品牌间有差别

但是消费者不愿花时间了解

而是不断尝试

并非不满意

D
化解不协调的购买行为

品牌差别不大

不经常购买

经过比较厚购买发现不协调

使用过程中化解不协调

消费者购买决策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在一定的购买动机的支配下，,从可供选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购买方案中，经过分析、评价、选择并且实施最佳

的购买方案，以及购后评价的活动过程。它是一个系统的决策活动过程，包括需求的确定、购买动机的形成、购买方案的抉择和实施、购后评价等环节。不同消费者

购买决策过程的复杂程度不同。同类产品不同品牌之间的差异越大，产品价格越昂贵，消费者越是缺乏产品知识和购买经验，感受到的风险越大，购买过程就越复杂。

比如，牙膏、火柴与计算机、轿车之间的购买复杂程度显然是不同的。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模型

需求认知
消费者认识到自己有某种
需要时，是其决策过程的
开始，这种需要可能是由
内在的生理活动引起的，
也可能是受到外界的某种
刺激引起的。

消费者通过各种途径获取
能够满足购买需求的信息，
包括自身经验，他人借鉴，
现场搜集等等。

购买意愿形成后，综合考
虑自身购买能力喜好等因
素，作出购买决策并实施
购买行为。

消费者对多样的，复杂的，
甚至是重复的信息进行整
理，甄别，筛选，挑出适
合并满足需求的部分，形
成购买意愿。

消费者购后的满意程度取
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的预期
性能与产品使用中的实际
性能之间的对比。购买后
的满意程度决定了消费者
的购后活动。

信息搜寻 决策购买

信息筛选 购后评价



包装影响购买决策
Buying decision

Option A Op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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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A Option B



包装改变购买预期
Buying expectation

Price

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影响着购买行为的

实施。但这种影响随着商品品质和外观以及消

费观的改变而逐渐在发生变化。

不同消费群体对价格预期不同。饮料

不同场景消费对价格预期不同。方便面

不同的包装也会导致对价格预期不同。塑料包

装饼干 vs 纸盒包装饼干或铁厅包装

价格
Quality

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预期没有容忍。一旦低于

预期，消费者立刻会选择其他商品。

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判断，来自于包装，媒体

广告，使用经验，品牌认知等等。但是包装在

消费者使用商品前对购买预期的影响至关重要。

不同商品使用目的对品质预期不同。 礼品

好的包装重要性甚至超过产品本身品质。

品质
Cost performance

在价格和品质无法同时满足预期的情况下，会

出现妥协，考虑性价比。

加量不加价。

美的包装被普遍认为性价比优于丑的包装。

性价比

锦上添花的包装，超出购买预期，改变购买预期



包装改变购买预期
Buying expectation

巧克力曲奇

没有包装

看到美味的曲奇

口水要流下来了

袋装曲奇

简单包装

简装曲奇

你怎么看

盒装曲奇

颜值包装

颜值当道

我选颜值款

礼盒曲奇

豪华包装

送礼还是礼盒装



包装引导重复购买
重复购买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择一个品牌或极少品牌的购买行为。
留住现有顾客的成本 vs 获得新顾客的成本

1
顾客满意
顾客满意是重复购买的关键因素。

适合的包装是让消费者对商品满意的第一步。

4
感知价值

人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他们的期望。消费者希望在交易过程

中实现一定的顾客价值。顾客价值的本质是感知价值。

静态产品靠包装与顾客交流，传达信息，实现感知。

2
购后冲突
购后冲突妥善解决影响消费者重复购买。

包装破损或包装不良是重复购买杀手。

外卖 电商

5
情景期望

不同的购买和使用商品的情景，消费者有不同期望值。对于情

景期望达到或超出预期的购买行为，重复可能性越高。

例如设计巧妙的包装，打开有仪式感的包装。

3
选择障碍
当消费者在品牌差别微小的商品选择时，会倾向于重复购买已

用品牌。

醒目包装适时帮助克服选择障碍。

6
品牌关系

品牌关系是一种基于品牌与顾客之间的互动反应，包括顾客对

品牌的态度和品牌对顾客的态度两个方面。这两种态度是一个

动态的变化过程，



包装提升品牌认知
Brand promotion

1 3

42

品牌知名

品牌认知 品牌忠诚

品牌联想



包装提升品牌认知
Brand promotion

小蓝杯 饮料



包装提升品牌认知
会说话的包装，无声的推销员



包装提升品牌认知
会说话的包装，无声的推销员



我们该怎么做？
How should we do?

产品思维

用户思维：一切商业的起

点是消费者获益



产品思维还是用户思维？
包装从来都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

• 小荷才露尖尖角，请先打磨好产品。

• 如果已经有了好的产品，那就请搭配得体的外衣（包装）吧。



好的包装
在哪里？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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