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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底捞公司在制定广告营销策略时,选择了倾向于在网络社交平台投放广告。本文就海底捞在
社交平台投放广告的创意特点和媒体组合两个方面进行评析,并最终给出结论与启示,以期为其他相关
公司在广告设计和投放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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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Haidilao's Advertising on Soci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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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making advertising marketing strategy, Haidilao company choses to put advertisements o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media combination of Haidilao's
Advertising on Social Platform, and finally gives the conclusions and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other relevant companies in advertising design and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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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于1994年创建并历经20多年的发展,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已经成长为国
际知名的餐饮企业。但事实上,海底捞在
内地拥有的200余家门店数量,比不上麦
当劳的十分之一(麦当劳在中国内地门
店数量已经超过2800家),这就导致了大
量投放硬广告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因此
海底捞公司把广告营销的重心转移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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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时代机遇,在抖音、微信、微博等

短视频内容表达了极高的关注热情,同

是品牌方行为,目的就是推广品牌,增加

社交软件上加大广告投放力度,不断改

时通过短视频应用平台的助推,使得短

销量,从而获得更高的盈利,这就使顾客

进营销推广方式,让以“内容营销”为主

视频的播放量和短视频应用的下载量赢

天然对硬性广告有抵触感。而后者则是

的新型“软广告”获得了事半功倍的宣

得了直线式增长,从而推动了短视频成

亲友、熟人、网友,或者网红账号与粉丝

传推广效果。

为网红产品的重要展示方式。

之间的沟通互动,他的动机主要是相互

1.2强调口碑优势

本文从创意特点和媒体选择两大方

抖音分享的内容主要以自制美食和

关心、自我表达或分享有用的信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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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们会对口碑推荐的内容很大程度

放的软广告进行评析,以期在广告设计

费者每次去海底捞吃火锅时都能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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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意特点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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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率)明显高于微信公众号,这就说明很

集中在微信公众号和自媒体平台(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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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抖音都为海底捞的网络营销提供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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