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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天猫超级品牌日-一杯奶的温暖 

广 告 主：蒙牛 

所属行业：快消食品 

执行时间：2018.01.17 

参选类别：跨媒体整合类 

营销背景 

天猫超级品牌日是“天猫 X 品牌”的载体，是品牌自己的 " 双 11"，许多全球性品牌都通过超级

品牌日创造了刷屏式的产品和声量，80% 的品牌爆发量可达到全年次高峰，这一切带来的远不止

销量爆发，更有品牌力打造规则的变革，以及企业组织的再造升级。天猫超级品牌日可谓大牌云集，

是各大品牌竞相角逐的超级资源。以往以奢饰品，美妆类，3C 类为主，乳类品牌由于过于大众化、

品牌影响力不足、当日 GMV 不够高等因素，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但作为国内乳业领军品牌，

蒙牛电商一定要争取到量级更大、影响力更大的资源，打造品牌和销量的双丰收的超级品牌日。 

蒙牛品牌在互联网人群中存在感不高、形象老龄化，而电商人群年轻态，因此，蒙牛想借助超级品

牌日，抓住年轻消费群体，提高品牌忠诚度；扩大消费人群，为电商拉新。 

将超品日获得的海量数据信息，全部沉淀到阿里的数据银行，通过留存信息追踪和捕捉消费者路径

和兴趣点，为阿里数据银行做更加完备的数据沉淀，以用于日后的精准营销。 

营销目标 

1、提升并传递品牌价值； 

2、扩大消费应用人群，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拉新； 

3、活动当日 GMV 达千万量级； 

4、活动整体曝光量过亿； 

5、活动数据通过银行数据进行有效沉淀，为蒙牛电商的数据库积累近亿数据量，打造数据循环系

统。 

策略与创意 

营销策略： 

【在内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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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到内心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从大众到明星影响用户心智，从线上到线下强化品牌主张，从而

打造 37°杯极致黑科技单品助推线上销售，以融化的冰凌花为元素进行场景构建，线下采用冷暖对

比来强化温暖，从视觉、质感、情感三个层面进行强化，打造一场极致视觉体验、三个温暖场景、

一段明星故事、一份可携带的温暖礼物，来向人们传达温暖。 

【在媒介层面】 

霸屏轰炸获取流量，在数字媒体进行大曝光，借势明星穿透粉丝层，形成强声量，构建场景化社交

矩阵，制造大话题，从而实现品牌大曝光的同时，进行流量收割，实现用户渗透效果变现。 

【总结】 

围绕“牛奶温暖杯”主题创意发散，借势“温暖大使”潘玮柏明星效应制造病毒式视频、H5 交互传

播，天猫大数据帮助引导消费者定制个人化的产品，阿里 uni desk 系统将本次所有没接投放数据

回流沉淀至数据银行进行反哺，天猫新品创新中心定制 campaign 主题问卷深挖消费者洞察，最终

实现曝光量与销量的大爆发。 

创意核心： 

1、洞察： 

蒙牛电商深挖消费者饮用场景，在场景中找到消费者洞察，从功能层面和情感层面 360 度无死角的

与消费者进行沟通。 

产品洞察：结合消费者寒冷冬季里的饮奶需求——太凉饮用感受不好，热牛奶又不大方便获取的痛

点，提出牛奶产品怎样才能给到消费者解决方案和情感关怀？ 

情感洞察：在寒风凛冽的冬天里，从身体到心灵，温暖都是最大的刚需，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想

拥抱温暖身心的一切，而这其中便包括一杯温牛奶，无奈每一份温暖都不能随时随地。 

2、创意核心： 

蒙牛希望给消费者传递“这个冬天，给你一杯奶的温暖”的情感关怀和具体解决方案。具体解决方

案以核心创意牛奶温暖杯为产品载体，用冬季寒冷的代表——“冰凌花” 为核心视觉元素，衬托

对立面——春暖花开的温暖，贯穿传播素材，并以蒙牛温暖大使——潘玮柏为人物承载， 在这个

冬天，给你“一杯奶的温暖”。 

（1）核心创意产品——“牛奶温暖杯” 

奶滴杯身，膳魔师杯体保存温暖，搭配可操作的电子显示屏，能通过触屏显示实时杯内温度，在到

达 37℃这个牛奶适宜饮用温度时展示“milk”icon 提醒，还可以闷烧制作牛奶美食。 



                                   第 10 届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 

  

（2）核心视觉元素：冰凌花 

用温暖的对立面寒冷来衬托，用【冰凌花】这个冬季寒冷的代表物，作为视觉素材贯穿传播始终：

冰凌花营造出的寒冷世界，被一杯奶的温暖融化了，展现出了春暖花开的温暖世界。并由此产生出

冰凌花的创意动画视频，让牛奶深入场景，实现场景化的传播互动。在 Campaign 礼盒、Campaign 

主 KV、线下活动的创意、Campaign 核心视频素材——潘玮柏配音动画视频，以及站内外传播视

觉图片等创意物料中都顺承了这个思路。  

（3）人物承载，明星效应：蒙牛温暖大使——潘玮柏 

赋予潘玮柏 “温暖大使”的身份，将“温暖”主题得到强力的推进和传播。无论对概念诠释、social

传播，还是引流销售都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360°扩大明星效应，让所有人看到了粉丝经济 2.0 时

代的驱动力，创造了指数级传播效果。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执行过程】 

在 Campaign 洞察产生之初，蒙牛便与天猫新品创新中心合作，检验 Campaign 创意概念与消费

者洞察是否真实契合。在淘宝内 push 了近万分调研问卷，帮助蒙牛提前评估活动创意质量，和活

动到场用户规模。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蕴含了用户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通过数据挖掘我

们可以准确勾勒出用户画像。 

【第一阶段】用科技升温牛奶，物理感知 ，给你一杯奶的温暖 

此次蒙牛天猫超级品牌日，运用了科技的力量，但也没有忘记消费者的本质需求，做了一款结合科

技，功能实用的暖心产品——屏显牛奶温暖杯。牛奶杯集测温、保温、焖烧为一体，杯盖的显示屏

可准确显示杯内液体温度， 在 37℃这个牛奶最佳饮用温度时，会显‘milk’提醒。牛奶温暖杯是

蒙牛“奇思妙想”变为现实的核心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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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级品牌日页面中还有定制多种颜色定制款，页面浏览数据达到了 5 万+PV，通过多情感维度，

给自己或家人、爱人、朋友一杯奶的温暖。 

 

【第二阶段】用故事升温牛奶 ，给你一杯奶的温暖 

用讲故事传递概念是品牌的经典营销方式，但蒙牛讲故事的套路却很清奇。它并没有直接抛出故事，

而是提前搜集了大家的冬日温暖故事，通过在知乎提问“这个冬天，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温暖？”

抛砖引玉，在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优质回答，且问题热度达到高潮时，顺势讲出自己准备的温暖故

事。这个故事像一个总结，将所有人讲述的温暖汇集于此。 

漂泊异乡只身承担一切的孤独患者、分隔两地给不了彼此温度的恋人、肩负着生活重任的“中年油

腻男子”......选取不同人群感到寒冷的经典场景，用一杯温牛奶巧妙驱寒并给予抚慰，以此传递出信

息：每个人都能从“一杯奶的温暖”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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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凌花视频在形式上的创新，由冰凌花凝结出一个世界。在看惯了纪录片式，台湾煽情式等等的短

片后，与咸蛋动画联合打造出一个意境别致的冰凌花为元素的创意动画短片。每一帧画面都经过了

细细打磨，一页一页地画出来的。 

视频链接：https://v.qq.com/x/page/h0533ibie29.html 

【第三阶段】用明星升温牛奶，给你一杯奶的温暖 

有了好故事，如何让更多的人围观？蒙牛选择利用明星效应。代言人均为一线明星的蒙牛，选择活

动合作艺人也是独具慧眼！特邀出道多年无负面，外表和性格都很温暖，拥有强粉丝基础且于当下

炙手可热的潘玮柏担当此次活动的“温暖大使”，无论对概念诠释、social 传播，还是引流销售都起

到了很大作用。 

 

冰凌花故事由潘玮柏倾情讲述，在 3 天短时间内获得了 785 万次（不完全统计）观看！ 

“一杯奶的温暖”开始飙升，在预热期蒙牛推出一支潘玮柏喂奶的花絮视频，在各大媒体疯狂传播，

达到了 24 小时破 100W 观看的记录。 

蒙牛趁热打铁发出一支男友力十足的 H5，H5 中潘玮柏化身暖心男友陪你过冬，早中晚全天候的陪

伴，只为给你一杯奶的温暖，潘帅的粉丝团表示已被撩成狗，试问：哪个女生能拒绝潘玮柏的花式

喂奶？ 

https://v.qq.com/x/page/h0533ibie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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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帅 H5 截图 ： 

 

潘玮柏陪你的 24 小时体验 H5 二维码： 

 

这波“牛奶撩”让大家知道一杯奶的温暖不仅能融化寒冷，还能让人甜暖到冒汗！H5 以粉丝为中

心向外辐射传播，由 H5 剪辑的花絮视频即达到破 100w 浏览！H5 正式发布后以得到超过 34w 次

观看，成功种草牛奶温暖杯，作为购牛奶满赠礼物，让大量用户翘首期盼，1 月 17 日蒙牛天猫超级

品牌日的 0 点开抢。 

【第四阶段】通过线下场景互动，给你一杯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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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蒙牛天猫超级品牌日活动日 big day 当天，在天猫巨大流量支持、精准营销助力和潘

玮柏的温暖演绎下，蒙牛电商聚集大量的消费者，而蒙牛则及时送出福利作为消费激励，除了满赠、

优惠券、秒杀等福利，还给予了大家视觉福利。 

在北京悠唐中庭举办的线下装置展，化概念为具象，进行场景化营销。现场用大型装置展现了创意

概念“一杯打翻了的温牛奶，一不小心融化了整个寒冬”。强化了品牌的记忆点，并通过 “这个冬

天给你一杯奶的温暖” 这一大牌密语，由创意内容和直播活动出发联动品牌电商，直接在天猫和淘

宝 APP 落地。把一杯温牛奶的温暖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 

 

【媒体表现】 

在媒介投放方面，蒙牛本次超品日 campaign 所有的媒介投放通过阿里 unidesk 的形式投放，将用

户浏览、互动数据全部沉淀至阿里数据银行，通过留存信息追踪和捕捉消费者路径和兴趣点。为蒙

牛电商的数据库积累下近亿数据量，打造数据循环系统，以便后期在淘内进行种草和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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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业务层面】 

1、24 小时销售破千万，乳制品销售 NO.1； 

2、蒙牛天猫旗舰店当日销量相当于日均销量的 30 倍；天猫超市蒙牛单日成交超过 17 年 618 当天

成交数据； 

3、做到以“消费者运营为核心”，以数据为能源，实现“全链路”、“全媒体”、“全数据”、“全渠道”

的营销方法论，从而精准触达和沟通目标用户； 

4、好感度飙升，拉新效果显著：70%以上的买家是在蒙牛官方旗舰店首次下单，47%的买家是首

次在猫超购买蒙牛牛奶产品。 

【传播层面】 

Campaign 整体曝光量 4.26 亿；其中： 

1、媒介投放曝光量：1.12 亿 

2、微博微信 KOL、明星微博浏览量：1.48 亿 

3、微博话题页品牌浏览量：1.5 亿 

4、冰凌花视频&花絮视频传播量：126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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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猫直播观看&点赞量：361.8 万 

6、视频 H5 观看量：38 万 

【案例亮点】 

本案例是蒙牛第一款牛奶延伸品为卖点，以电商为主导的，结合线上线下传播、大数据互联和生态

合作的一项大型整合营销电商 Campaign。 

1、潘玮柏配音 冰凌花动画视频 

在形式上进行了突破式的创新探索，全片由冰凌花元素凝结出了一个世界。每一帧都由冰凌花凝结

展示，由动画师一页一页画出，打造出了一个意境别致的创意动画短片。并由潘玮柏倾情献声，是

其在《功夫熊猫》之后的第二部配音动画。走心视频，口碑爆棚，破 1000 万观看量，得到极佳反

馈！ 

2、潘玮柏式温暖 H5 

为超品打造了视频交互式 H5，以第一视角在早中晚与潘玮柏相处，深度诠释了“冬天喝一杯的奶

的温暖”，仅由拍摄 H5 视频剪辑的花絮视频在预热期达到了 24 小时破 100W 观看的记录。 

H5 传播突破微博的技术障碍，得以实现在微博的视频+交互 H5 页面的成功交互，并在末尾为超品

页面直接引流，交互次数达到 24 万次，视频观看超过 38 万次，末页 button 点击达到 26947 次。 

3、超强社交媒体热度 

微博话题：在 17 日 0 点，活动未上线前，仅仅公布温暖大使 3 天时间， #一杯奶的温暖#话题在

微博已获得 4138 万自然流量关注，至 18 日数据已达到 1.5 亿。粉丝为品牌自发建立社交话题页

冲榜#蒙牛温暖大使潘玮柏#达到 800 万+阅读，达到微博生活记录榜 TOP24 名。 

微博热搜：在 16 日晚，潘玮柏自然上热搜，配合撩妹式视频交互 H5 在微博的发布，和潘玮柏为

活动自发发布微博预热，引发了超预期的传播效果。 

4、#一杯奶的温暖#全域渠道打通，站内外无缝对接 

#一杯奶的温暖#的搜索露出，在线上传播话题、传播视觉素材和明星口播、媒介投放图片素材都一

致对外输出，不断强化，与淘宝、天猫 APP 穹顶搜索词贯穿统一，直达超品主页，并且主页设计顺

承站外画面和主题，没有跳出违和感。在这样不断加强消费者记忆的过程中，形成 action 触发的鲜

明指示，直接导流超品日主页。 

5、知乎内容营销，表达品牌情感温度 

作为打头阵的传播阵地，本次 campaign 与知乎进行了深度合作。在 1 月 10 日即以原生提问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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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品牌提问，收集了众多高质量用户回答，回答数达到 145 个，赞同数达到 600+，问题关注

数达到 316，互动数达到 1500+，浏览达到 5W+。再在 1 月 14 日辅以原生文章的站内推广，使

得“蒙牛”品牌词在活动期间在知乎站内热度达到峰值。 

6、品牌正面形象裨益，消费者好评爆棚。 

7、创造巨大 PR 价值，20 余媒体视频报道，50 余媒体新闻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