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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家居行业玩转直播的更多可能

苏作“老字号” 探索新生机

线上线下发展战略

封面图片由震旦家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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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特殊时期

全世界都在“闭关”的边缘试探

只有直播逆流而上

成为关上“一扇门”后打开的“一扇窗”

线上广交会让所有外贸企业开始关注线上直播

毕竟已经有人在线直播卖火箭了

还有什么不能卖

国内的直播平台很多

比如淘宝直播、抖音直播、快手直播等等

特殊时期

打开线上化局面成为各个行业的共同需求

品牌若能有效抢占线上营销场景

则能助营销转型一臂之力

通过直播

与用户趣味交流设计、艺术

传播美好生活新概念

助力家居行业紧随直播内容趋势

把握基于内容价值的线上营销机遇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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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家居行业玩转直播的更多可能

由于疫情促使非接触式购物蓬勃

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电商直播

场景进行购物。如何将更加快捷、高效

的直播手段与家居营销相结合，是家具

企业需要探寻的新课题。家居行业低关

注度、低频消费、高客单值、决策周期

长、重线下服务的特殊行业性质，也决

定了它与一般行业的直播将大不相同。

家居直播未必能够胜任“带货王”的角色，

但却可以通过口碑沉淀和心智植入带来

持久的品牌效应。

家居电商直播

        电商直播是家居行业最常见的直

播玩法。像床垫行业的雅兰、慕思，

定制行业的索菲亚、欧派，都做电商

直播。

        家居电商之所以去做电商直播，

是因为家居消费作为大宗消费，非常

  

直播作为一种全新的内容生

产方式，凭借信息的多样表达、实

时共享和高效触达等优势，目前从

年轻一代热衷的消遣方式，变成了

各行各业看重的营销新路径。

家居主播需要足够了解产品

细节，并呈现产品在家装环境中的

整体搭配，能够解答消费者的各种

疑惑并引导他们到店体验等等各项

技能缺一不可，同时还要兼具个人

特色。

  10

家居教育直播

        家居消费带有低关注度和高专业

度的独特属性，很多消费者在家装中家

具配置之前，往往都有一些自己对家具

风格、设计、材料、款式上的偏好，但

是对家具同种风格的家具设计文化内

涵，材料使用等方面缺乏了解，这时最

需要补补相关专业知识，家居教育直播

成为消费者最主要的了解家具产品的学

习方式。

        从家居教育的角度来说，直播不

仅可以用来打造更丰富的内容，而且可

以用更直观的表达来实现更加高效的传

播。

强调体验感，但凭商品的详情也无法给

用户足够的信任感，因为不能预测实物

的效果。家居电商直播可以让商品实物

实实在在出现在画面中，基于视频化的

媒介展现可以保证所见即所得。不过，

从实际运营的效果来说，由于家居产品

的购买周期长、决定难、单价高的特

性，目前还无法通过直播实现高额度的

交易转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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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达人直播

       邀请网红、达人和明星做直播，可

以快速吸引很高的人气，但是能够真正

因此产生销量的往往只是小客单价的产

品，高客单价的产品做明星、网红直

播，往往是看热闹的多，但真正购买的

少。

       

        伴随着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崛起，家居消费的决策与家居消费的行为正在分

化。家具消费的决策日趋互联网化，家居消费的行为依然是线下在主导。换言之，

想要影响家居消费决策，必须将火力瞄准线上。与此同时，从家居消费决策的内在

逻辑来看，家居消费不像服饰或者其他快消品，它的花费很高，决策周期很长，意

味着你很难通过直播来实现大量的直接转化，但是可以通过将教育类的直播渗透至

家居消费的全流程，并最终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深
度
专
访 D

E
P

T
H

  12 

消遣娱乐直播

       化身原创设计体验官，与设计师

一同奔赴体验店现场开播。体验店直

播构建了更多的导购型消费场景，让

粉丝的用户体验接近线下购物，提升

更多的参与感。

        在消费升级趋势下，年轻用户拥

有更多的娱乐精神与生活方式，有更

强的消费意识与品味。家居品牌产品

背后拥有更多的风格故事与设计理念，

诠释出“原创、态度、新生代”的基因，

通过价值观营销搭建起与年轻群体互动

的新圈层文化。也让直播更具原生内容

能力，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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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原因，复工后家具商圈订

单量和人流量都和往日有明显差距。为

了增加销售额，帮助传统家具企业与电

商对接，5月9日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携

抖音电商平台营运专家、设计中国等组

团一行走访了常熟东达红木企业，一同

探讨电商直播新商机。东达红木董事长

王跃峰和总经理王晓祥热情的接待了家

协一行，并带领大家参观了红木家具展

厅，随后就家具电商渠道进行的交流探

讨。

作为红木行业的“老字号”东达红

木，自1973年创立以来，经过四十多年

的沉淀积累让东达红木对人们生活方式

的演变和个性化需求的洞察日益深入，

凭着敏锐的嗅觉和远瞻的目光，以消费

者为中心不断推陈出新，一直以坚持中

国原创设计为核心，以产品最佳品质作

为载体，陆续推出苏作传统家具、海派

欧式家具、新中式家具等三大系列，并

涉足全屋定制领域，最大程度满足了消

费者的家居需求。

在探索生活美学的道路上，东达红

木传承中式雅致生活，融合时代的进

步，从传统中汲取精髓，简化脱胎，既

凝萃了苏作文化的风骨，又能与各种文

化、风格完美融合。作为一家在业内享

有盛誉的红木企业，不断创新，不断实

现自我超越，给红木家具注入永恒的生

命力。

东达红木董事长王跃峰带领家协一

行参观东达红木展厅时介绍：东达红木

传承着流传数百年的苏作传统技艺，从

干燥、切料、选料开始，每一道工序都

需要做到一丝不苟。经过开榫凿眼、雕

饰、安装、精细磨光、生漆（烫蜡）等

一道道工序，精耕细作，打磨出红木精

品，将苏作家具流传数百年的“工匠精

神”发扬光大。在设计上，在保留传统

苏作家具优美造型和艺术风格的同时，

更是为每一个细节注入了独具匠心的艺

术灵感和创意元素，或融入浓郁的洛可

可元素，贝壳纹、卷叶纹的装饰既透出

雍容与华贵，又不失典雅与清秀；或融

入英伦家具的磅礴与大气，别有一番异

域风味。用时尚元素的补充和人文情怀

的挖掘，使得红木家具拥有了高雅的审

美情趣。

东达红木丨苏作“老字号” 探索新生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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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董事长强调：商道酬信，我们

就是要确保真材实料、精工绝技，成就

传世的经典美学家具。选好料，用好

工，是打制佳器的基础，我们的红木家

具全部采用上等木料，高薪聘请的匠师

用倾尽一生的心血和感情来创作。我们

认为：精品是基础，文化是土壤，只有

把文化传承创新，精品才有存在的土

壤，红木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发扬光

大！

        李霞秘书长对东达红木传承红木

传统技艺，弘扬民族品牌，赢得市场信

任十分认同，并期待东达红木紧跟市场

步伐，借助电商平台，拓展线上线下渠

道，疫情危机中，实现新的突破。  

        抖音电商平台营运专家Anny表

示：电商直播，并不是当前家具厂商们

激活市场和需求的全部，只是线上为线

下引流的手段之一，最终落地还需要与

多种营销活动打通，最终目的显然不只

是为电商引流，更多还是需要为线下

的连锁大卖场、家具实体门店"刚

性"导流。家居企业可以凭借互联网

平台的技术优势，将线下线上完美结

合，从而有效的降低疫情所带来客流

少的问题，缓解家居企业在运营上的

压力。电商直播将会给家居企业带来

新的机遇与挑战，是未来家居市场蓄

客的一个重要手段。

东达红木总经理王晓祥表示非常关注电商渠道，一直在积极探索数字化转

型，东达红木也将积极参与电商运作的学习。

通过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电商直播”将是最有效的营销手

段，也是传统企业换发生机的一个途径。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东达红木积极拥抱

互联网新型销售渠道，积极探索创新之路。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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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makes difference
      

       同价位产品中yoko独有座深调节功能，因为预算有限而被忽视的人体

工学配置，从而造成部分员工如同坐在板凳上一样。

0 Emission 100％ Guarantee
        0有害气体排放，用户健康更安心，普通产品使用的低成本椅壳，采

用的是胶合木板，存在释放有害气体的风险。YOKO使用的是一体成型塑

料底盘，所以整把椅子不用一滴胶水。同时YOKO拥有行业最严格的

GREENGUARD 认证，杜绝有害气体更耐用。

Everyone’s Chair

这是一把达到准人体工程学椅配置的员工椅

这是一把追求为每个员工提供舒适体验的员工椅

这是一把使选择不只有外观和价格的员工椅

Back rest easy to catch
       午休小憩从来没有那么舒适简单，自重力倾仰功能可以支持深度支持

午休放松，而这以往是高档人体工学椅的配置。但YOKO标配自重力倾仰

系统，将高档人体工学产品的体验第一次落在了入门产品上。自重力倾仰

后，用户大角度倾仰小憩省去起身调整机构的麻烦，因此无需特意学习就

可以体验。

  20    21  

        YOKO通过标配座深调节系统使更多体型的用户都能得到靠背支撑，比固

定坐垫多调整60mm的用户身高差异，更符合人体工学权威 BIFMA G1 标准。

减少矮个用户自行购买的腰靠的需求并让高个用户久坐更不容易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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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esign fits All
       一个设计满足所有人，为了节省成本，很多低端员工椅大量使用

第三方部件品导致设计品质不高。但YOKO的设计追求的是在各种办

公场景下都令人满意，不仅如此YOKO还囊获CMF国际奖项。所以客

户只需增加头靠等配置YOKO就可升级为主管椅和会议椅。

（图文由诺梵系统科技提供）



6/11/2020 《上海家具》2020年5月刊

https://flbook.com.cn/e/yFSDcVkihh/s 14/20

论
坛

F
O

R
U

M

电话：021-58575880



6/11/2020 《上海家具》2020年5月刊

https://flbook.com.cn/e/yFSDcVkihh/s 15/20

拥抱互联网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线上线下发展战略 ——  家具行业私董会

李霞秘书长首先介绍了上海家协的

价值，包括政策传递与导入、资源互动

与共享、企业需求与对接，以及在疫情

发生后，与企业一起积极探索线上渠

道。并提出上海家协未来的工作思路：

拥抱互联网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钟总分享了一些行业内的积极动

向：浦东家具家居双展有效整合了参

展商和采购商资源，重磅推出 Digital

Trade Show 线上展览会（以下简称

DTS），为外贸出口企业搭建家具、

家居、原辅材料等多品类线上商贸展

示平台，促进跨境贸易供采的高效对

接。倾力打造“云看展+ 实体展会”双

平台的运营模式，助力家具企业迅速

破局。

家具供采模式升级，六大亮点让

DTS 与众不同。值得注意的是，DTS

将推出探店 VLOG 、线上展厅、直播

会客，这三大助力买家畅游云看展的

重磅功能！

同时还会深度触达浦东家具家居

双展 12 万精准海外买家，在海外搜

索引擎、海外社交网站及垂直类媒体

进行全方位全时段的广告曝光。

随着疫情好转，如何走出一条能够长期良性运转的“后新冠时代发展之路”，成

为摆在所有家具人面前的新课题。

对此，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李霞女士，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钟蓓红女士，以及现场26家家具企业代表，大家共同探讨和分享了关

于家具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钟蓓红女士带来了2020上海家具展的

最新动态，如何展网融合，共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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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品牌之都、设计之都和时尚

之都，希望我们和家具企业可以用好上

海优势，通过共创来实现新模式、新业

态、新园区。”李霞秘书长表示。

展网融合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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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线上线下这两个渠道是完全分开

运营的。线下主要是to B，价格较高。线上

则是独立运作的新品牌，叫“爱办公”， to

C，主打办公椅和升降桌，倾向于住宅家具

办公，也就是居家办公，在京东和天猫都卖

的相当不错。

意大利成为疫情重灾区，反而为狮享

家具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新的商机。就像上

海家具展一直在推中国的优秀设计师一样，

我们也一直在培养设计师，思考如何在设计

上发挥我们的优势，比如有设计感的同时保

持合理的价格。

之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五星级酒店，

现在正在拓展养老和婴幼儿家具。老人和婴

幼儿这两个群体对家具的安全和舒适需求远

超过其他年龄段，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

势，也是我们发挥设计和产品优势的重点。

狮享家具：
Strads Design

诺梵家具：
教育家具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

亚振家居：
海派艺术家居

因为主打高端家居市场，之前我

们一直没有发力线上。现在我们会升

级天猫店铺，也有自己的小程序，针

对线上打造爆款套餐，线上线下全打

通。

我们还计划邀请罗振宇直播带

货，目前正在洽谈中。风格和渠道方

面，将拓展轻奢和中式，以及除了零

售之外的工程渠道。

未来还会继续坚持“高端”和“设

计”这两个核心竞争力不变，加强与设

计师合作，特别是用中国元素去做设

计。

白玉兰家具：
高端橱柜，重新定义“梦想厨房”

设计是我们这两年一直非常重视

的。白玉兰的橱柜产品，在国内可以说

算得上“最高端”。现在进口家居进不来，

但是国内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消费需求

并没有改变多少，所以这对于我们来

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因为

价格高，我们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还是

在线下。

至于线上，比较注重“品牌”和“营

销”。我们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开了官方

号，有两条点赞过万的抖音视频。我们

还会与kol合作，制作优质内容，比如探

店，拓展品牌知名度。

现场的26家家具企业，分享了很多特别具有启发性的行业发展新思路，非常

值得借鉴和学习。

后新冠时代的创新与发展，上海家具企业说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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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展重点一直是和德

国的一些大企业合作，为他们提

供高端办公家具。

to C 这一块也有在做，但是

和普通的to C不太一样，主要是

面向与我们合作的企业的员工。

我们会比较重视“品牌”，对

于品宣，我们会倾向跨行业借鉴

和学习，比如广告公司，一些有

创意的新型行业，他们会给我们

很大启发。

玛祖铭立：
高端办公家具

爱舒床垫：
线上线下齐发力

爱舒床垫主要是做to C端的比较

多，运营以线下直营店加上天猫、京东

旗舰店为主，线上运营已经做了一段时

间了，销售还比较明显的。目前公司经

营主要放在线上，这次疫情对我们来说

没有影响。今年也将招募渠道商，拓展

外地市场。

龙凤家居：
品牌换发生命力

对于我们龙凤来说，线下直营店还

是我们的重点，虽然受今年疫情影响，

一季度销售不如意，但是我们二季度已

经好转。疫情期间许多家在关店，龙凤

多年的品牌积累，今年直营店不但没有

缩减，反而在增加，相信今年也能完成

很好的销售业绩。

线上我们一直在做，但是这块对于

我们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我们一直在

学习，一直在探索，并且还会加大投

入。

“这两个小时，蛮值得的。学习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如果能坚持把2020

走下去，相信2021年会更好。对于”一心一路家具行业私董会上海站的分享，狮

享家具的执行董事王玲女士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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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地调研，共探电商大计

5月9日，上海家协携抖音平台营运专家、设计中国等组团前

往江苏常熟红木制品协会调研，会长（名佳红木董事长）张正基、

秘书长陆正元及协会理事单位与上海家协一行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

互动。

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苏州府的重要属地，经济繁

荣，生活富裕，文化发达，能工巧匠遍布城乡，苏作红木工艺经几

代人传承已经名闻天下。 

常熟名佳红木董事长张正基向大家展示了多件近期研发的适

合线上销售的红木家具产品，张董认为此次疫情加快了企业拥抱互

联网的速度并对上海家协组团到常熟红木基地共商电商渠道的发展

大计表示感谢！

李霞秘书长赞赏张董的前瞻性和

责任心，并表示线上电商已经成为传统

企业不可忽视的新渠道。上海家协为会

员企业开拓线上渠道提供资源与必要的

帮助。抖音营运总监介绍了平台的优势

和互动计划，并一一回答了常熟红木协

会理事们的各种问题，带给大家信心和

专业知识。

长久以来，在上海的家具市场上

一直都有常熟红木企业的身影，作为品

牌之都、设计之都、时尚之都的上海吸

引着许多苏作红木企业在上海开设销售

公司。这次的常熟之行，加深了上海家

协与常熟红木制品协会之间的联动，对

于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

义。      

       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以名佳红木为

代表的红木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新型销

售渠道，积极探索创新之路。上海家协

也将继续整合各方资源，为家具行业的

发展提供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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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兰举行经销商签约授权仪式，现已开启合作签约

5月19日上午，BAIYULAN白玉兰橱柜分别与北京、郑州两

家合作伙伴以远程签约的方式签署《经销商授权协议》，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在橱柜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合作负责人对于

BAIYULAN白玉兰上月在上海红星美凯龙（真北店）的展厅设计表

达了赞赏，并且高度肯定品牌的创新、实力、品质、文化，期待本

次合作关系能够共同碰撞出新的火花，持续以消费者为核心，一同

推动中国高端橱柜的加速发展，为千万住户打造属于当代厨房生活

的理想之境。

BAIYULAN白玉兰非常重视与合作伙伴的战略合

作。从23年前与波士顿的第一家海外经销商合作开始

（至今依然是马萨诸塞州的唯一指定经销商），品牌

一直秉持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伙伴精

神，也非常愿意通过环保、设计和生产上的优势，携

手合作伙伴，助力中国橱柜发展，期待在共同努力

下，能够实现多边共赢，同时也期望能与更多有相同

品牌发展理念的合作伙伴，打造更有价值的现代化和

规范化的经销商平台，我们相信，优秀的中国品牌在

未来必然将会有卓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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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郑州合作 经销商远程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