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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2016） 

全国总决赛复赛 

一、比赛时间：2016年 9月 24日 19:00 

二、案例材料 

（本案例来源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享有复

制权、修改权、发表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汇编权和

翻译权。） 

方糖音箱：国产品牌高端定位之惑 

 

0 引言 

2016年五一节刚过，尽管人们还流连着假日的欢愉，但米唐公司办公室里气

氛沉重，CEO Sean愁眉不展。2015年，前微软音频算法工程师 Sean与技术伙伴

Louis 在深圳一起创业，推出一款 Wi-Fi音箱——方糖。这款音箱独一无二，体感

交互设计及 APP 连接等技术都在国内外申请了专利。Sean期望方糖音箱可以一炮

而红，引领国内互联网音箱新时代。然而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到目前，这款

Wi-Fi 音箱销售额并不理想。这让 Sean 内心很焦虑，他不禁在想，这么好的产品

为什么卖得不好呢？他把公司骨干都召集到一起，开会商议对策。 

设计、技术、销售、市场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了办公室，Sean收起满脸愁

容，认真地对大家说：“自从我们产品上市以来，销量一直不满意，我知道大家都

很急，所以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争取把问题揪出来，市场等不了我们，必须得尽

快想出对策。大家都尽管发言，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 

China management cas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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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得出 Sean很急，其实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着产品的销量，也有很多

想法要提出来。“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定价太高了”，销售总监 Jennifer首先

说道:“很多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但是一听到 1499 元的价格就吓跑了”。

技术总监 Louis 立马回应道：“那是他们不懂，我们做的是 Wi-Fi音箱，消费者拿

我们的价格跟市面上那些蓝牙音箱比，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设计总监

Icen 说：“是呀，我们音箱的材质是原木的，我们的体感交互设计是申请过专利

的，至少我们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跟市场上现有的那些几百块的低端音箱

混在一起。”市场总监 Apple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当时的定价，是参照过竞品的，

Bose 蓝牙音箱的价位基本都是在千元以上，甚至两三千以上。我们产品的功能、

材质和交互体验比它的更好，定价一千多不算高。不过，从销售报告来看，我们应

该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短板的是品牌问题。Bose是大品牌，自然消费者容

易信任，愿意花高价购买，我们方糖刚开始做，又是国产品牌，不太能让消费者信

任和接受吧。”Sean点点头说：“是呀，我们差的就是一个品牌，所以得重视品

牌建设。目前市场部也利用豆瓣、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做了一些广告，前两个月也拍

了一些宣传视频，但是效果很不明显。还是要思考思考方向问题。”“我认为品牌

定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到现在都不太确定我们的目标顾客是谁，根据销售情况来

看，跟我们之前预期的有很大不同。原以为因为无国界、无年龄、无性别差异，用

户范围应该很广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Jennifer说道。 

Sean认为很有道理，将目光转到了市场总监 Apple的脸上：“品牌建设一直

都是由市场部主要负责，但是目前这是我们公司全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所以我

们要齐心协力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定位问题，我想还是先做一下市场调研吧，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是以市场部为主，争取两周之内拿出个调研报告，我们到时

候专门开个品牌定位研讨会。”  

1 行业与公司简介 

1.1 行业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嵌入式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化、智

能化、系统化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家用音箱当中。在中国，蓝牙音箱在 2012年后呈井喷式

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成功的行业产品。借助蓝牙无线技术，使手机、电脑等众多拥有蓝牙

适配器的设备都可以成为音乐源连接到音箱，而其简便的操作和快速的传输使得这种技术

在音频领域迅速应用。但蓝牙由于依靠其它音源的传输，且带宽很低，无法传输高质量音

频，所以在音质上、省电耗能上存在问题，听歌也往往被电话或短信打扰，最终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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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并不完美。而 Wi-Fi音箱借着互联网的春风，引起音箱市场的大变革。Wi-Fi音箱的

普及，首先得益于 Wi-Fi网络覆盖率的全面提升。在 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

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83.2%的网民曾通过 Wi-Fi接入互联网，

其中在单位和公共场所 Wi-Fi无线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44.6%和 42.4%。Wi-Fi已成为网民

重要的接入方式。Wi-Fi布点的增加一方面为用户提供了稳定的接入环境，也教育了用户

使用 Wi-Fi 的基本操作技能，降低了接受 Wi-Fi产品的门槛，这些为 Wi-Fi音箱市场的发

展提供了绝好的基础环境。其次，Wi-Fi音箱所具有的高带宽特点，使它同蓝牙音箱相比

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Wi-Fi音箱可以搭建网络化音乐系统，播放云音乐，享受海量的网

络资源。第三，Wi-Fi 音箱实现了家居环境下音乐共享，支持多设备连接，多个音箱可自

由组合和控制，可玩性更高，同时传输范围更广，真正做到无拘无束（见表 1）。 

 

表 1 Wi-Fi 音箱与蓝牙音箱对比 

 Wi-Fi音箱 蓝牙音箱 

使用频率 2.4G/5G 2.4G 

成本 高 低 

传输距离 100米左右 10米左右 

操作难度 较复杂 简单 

传输速率 54Mbps-150Mbps 24Mbps(仅 4.0） 

音频指标 高 低 

无线中继 有，可以作为 Wi-Fi热点 无 

无线组网功能 无 有 

传输模式 一对多 点对点 

多任务播放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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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方式 简单 复杂 

 

这些优点使得 Wi-Fi音箱作为未来智能云音箱的早期代名词，开始依托互联网出现在

公众的视野。Wi-Fi 音箱独立于手机+蓝牙音箱出现，反映的是互联网时代下人们需求变

化的新趋势。Wi-Fi 音箱将成为音乐领域的智能新风向。基于音箱这一载体，互联网叠加

音乐内容，音乐内容叠加音乐娱乐，音乐娱乐叠加互联网社交，便构建了音箱之上的智能

生态系统。许多知名音箱品牌已对其蓝牙音箱产品升级后推出 Wi-Fi 控制功能，如 Bose1、

Sony 、Sonos2等，但其价格最便宜的为 3600 元，这样的价格对于音乐发烧友来说并非不

能接受，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却是十分昂贵。 

1.2 公司历程 

2014 年 3 月，从微软中国辞职的 Sean 基于其多年丰富的音频领域从业经历，敏锐地

洞察到互联网+音频音箱的市场前景，成立了米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开发智能 Wi-Fi 音

箱。公司总部设在中国深圳，在美国、马来西亚和挪威设有运营公司和声学设计研究所。

2015 年 1 月，公司在美国注册“Sugr”商标并在 Kickstarter
3
平台开始众筹，7 月开始发

货给全球众筹用户。12 月开始以注册商标“方糖”在国内销售。公司从 2013 年的 6 人创

业团队发展到 2016年的 22人团队，现已获得 A轮天使投资，雏形日渐显现。目前公司主

要部门包括市场部、销售部、技术部和设计部。 

实际上，Sean 对海外市场过于乐观，半年下来，Sugr 的销售并不理想，2015 年 12

月，方糖 Wi-Fi音箱正式进入国内销售。由于音箱市场还处于蓝牙音箱的“统治”阶段，

消费者对 Wi-Fi音箱的认知并不成熟。结果，作为国内早期进入 Wi-Fi音箱市场的创业企

业，方糖经营状况一般，在产品刚上市的一个星期，卖出不足 10 台。经过后期营销部和

合作渠道的营销策划和推广，3 个月后方糖的销售量增加到 500 多台。但随着众多知名品

牌也开始对蓝牙音箱进行升级 Wi-Fi控制功能，还有众多企业开始涉足 Wi-Fi智能音箱，

方糖的销售量在达到最高峰 1000 台后便销量增长缓慢。更严峻的是，由于方糖在做 Wi-

Fi 音箱时属于小批量定制，木箱制作的工序繁琐且基本需要手工操作，因此成本未能得

到压缩，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公司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占。 

                                                           
1
 Bose 是全美国最大的扬声器厂家之一，总部坐落在美国麻省。Bose 的产品在汽车音响领域和航天科技领

域也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 
2
 Sonos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Sonos 由音乐爱好者创立，服务于

更多的音乐爱好者，是世界领先的家庭智能无线音响制造商。 
3
 Kickstarter 是一个专为具有创意方案的企业筹资的众筹网站平台，于 2009 年 4月在美国纽约成立。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7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9341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708/54073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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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介绍 

近几年 Wi-Fi 市场逐渐火热，立足于 Wi-Fi 市场的各种应用都有市场潜力，Wi-Fi 音

箱与互联网的连接带来更便捷的网络资源。米唐公司观察到互联网+音频的趋势，认为手

机存在过于臃肿、占储存等特点，且传统的蓝牙音箱易受到手机信息的干扰出现听歌被打

扰的情况，因此适时推出外观形似 IOS图标的方糖 Wi-Fi音箱（Sugr Cube）。这款音箱将

软件 App“硬件化”4，并结合最新的“摇一摇”、“拍一拍”等交互设计和无感设计，使听

众能与音乐保持关联和触感（Keep touch with music）,这也是方糖的产品设计理念和品

牌口号。 

方糖 Wi-Fi音箱在外型设计上，以 IOS 的 App图标为原型，小巧精致。材质采用樱桃

木和枫木，且拥有独特的木纹外观。音箱后只设置音量调节的旋钮和充电口，设计极简。

歌曲切换和暂停等操作采用体感控制来实现，拍一下可暂停，摇一下可切换歌曲，操控方

式独树一帜。方糖音箱的交互体验技术和基于 Wi-Fi 的 App 控制技术独具创新（见表 2），

使其在美国拿下两个专利和在中国拿下四个专利。方糖 App上面，拥有音箱内存歌库、电

台 FM、助眠音乐又或者煲机（即通过元件磨合使声音稳定成熟）、定时静音、闹钟等其他

功能设置。此外，方糖的使用步骤简洁易懂，消费者上手容易（见图 1-图 3）。 

 

表 2 方糖 Wi-Fi 音箱基本信息 

尺寸：104x104x108mm CPU：x-burst1GHZ 

材质：樱桃木 /枫木 /黑/白 输出功率：4W 

质量：590g 电池：6000mAh  

扬声器：3英寸全频 Wi-Fi：802.11b/g/n  

闪存：4GB  声压：90dB@1m  

音频：AAC, MP3, WAV,FLAC.APE,ALAC 播放时长：24hrs  

 

                                                           
4
 App“硬件化”：互联网术语，指用硬件来取代现有 App，以优化客户体验的行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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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方糖产品及 App 图标展示（樱桃木/枫木/ App 图标/后置调音按钮） 

 

 

 

 

 

 

 

图 2方糖音箱的体感控制播放 

 

    

图 3方糖音箱 App 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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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营销现状 

作为初涉 Wi-Fi 音箱市场的国产品牌，方糖在产品功能和外观设计上均力求达到最前

沿的创新。但在方糖 Wi-Fi正式上市进行推广时，团队成员却对产品的卖点产生了疑惑与

分歧，最后，CEO Sean 决定“摸着石头过河”，从市场中找到答案，为此方糖开启了营销

探索之路。 

在销售渠道上，方糖主要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渠道模式。线下的合作渠道有诚品书

店、个性数码体验店等满足生活方式诉求类的门店，而线上的品牌传播渠道则选择与聚集

文艺群体的论坛（如豆瓣等），以及网红大咖微博平台合作，此外还运营着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最后将引流至合作销售渠道的官方网站进行销售。不过，目前流量到销售的转化率

并不高。海外销售方面，Sugr 受美国亚马逊总部邀请开设网上品牌直营店，目前产品已

销往新加坡、德国、挪威、巴西和美国等地，但销售量也不算高。 

在创始之初，基于对方糖 Wi-Fi 音箱产品的信心，参考竞争品牌 Bose Wi-Fi 音箱、

Sonos 音箱的定价，米唐公司在经过多次讨论后将 Wi-Fi 音箱定价为 1499 元。他们认为

国内的蓝牙音箱处于低价竞争的红海时期，而方糖的高端定价才能体现其 Wi-Fi音箱的特

色。虽然方糖在初始阶段的品牌知名度并不高，但公司对产品的体感交互设计和优质的原

木材料十分有信心，他们相信未来 Wi-Fi音箱市场的发展，更看好国内的蓝海市场。 

米唐公司曾与线下分享新奇酷产品的体验社区 KnewOne合作，将方糖推荐给用户体验。

此外，赞助音乐活动，曾携手音乐人岳璇在深圳市罗湖区的连锁精品书店西西弗书店开展

以“音乐与心灵”为主题的现场交流活动，邀请乐迷体验方糖 Wi-Fi音箱，随后还在上海

站、杭州站以及沈阳站开展巡回宣传。线上也曾与微博知名美食博主“日食记”合作，在

日食记的美食短视频中作为背景音乐的播放器出镜，而后在日食记官方微博中宣传日食记

与方糖合作的刻字版音箱。另外在 2016 年的情人节，公司曾推出“方糖情人节定制礼盒”

活动，礼盒包括定制版方糖一台和精美永生花盒。顾客可以录制一段话内置在音箱里，还

可以刻字在音箱上，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音箱。活动在线上进行预热预售，通过四个 KOL

（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宣传引流。这一活动的销售成交率达到 83%，总计销售 178台。 

2.市场及竞争现状 

2.1 目标市场 

方糖从初创时期就将目标用户定位为流媒体音乐的重度用户，这些人不想受到手机对

音乐体验的限制，希望有专业的音乐设备来满足需求。CEO Sean认为：“音乐是全球化

的，也是不分年龄和性别人群的艺术品。”他在早期参加德国柏林展会时进行过一次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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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年龄、性别和价格均对产品评价不存在显著影响。这次在国外的初步调查使

CEO以及方糖团队信心大增，并认为方糖目前的潜在客户群体广泛，产品定价符合其高端

的定位。但是当时网上订单没见增长，后来发现问题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消费者对于方糖 Wi-Fi音箱的价格感知与国外消费者完全不同，在随机邀请消费者进

行深度访谈后，他们发现国内市场里消费者认为方糖的价格虚高。随后方糖团队通过分析

市场销售数据，并针对已购买人群进行回访调查，发现消费群体主要为从事金融、银行工

作或者 MBA 学员等高收入、高学历、年轻人群，其中只有 18%的人能接受的产品价格区间

在 500元至 1000元之间，80%的人能接受这款产品的价格在 500元以内。但米唐公司认为，

若在国内市场进行高端定位，价格不能低，降低价格只会让自己的高端形象被摧毁，挖掘

产品附属的价值才是王道。 

于是，米唐公司在与多方推广平台合作时，开始揣摩方糖 Wi-Fi音箱的目标市场，随

后发现：很多合作伙伴的消费群体也是他们的潜在目标受众。这些人倾向认为自己是艺术

的、有价值的，愿意表达自我。他们拥有开放型和和悦型的人格个性，爱幻想、追艺术、

偶尔敏感，善于思考和体会价值，年轻热情、喜欢运动和冒险、冲动且具有时尚意识。公

司认为这部分目标群体更愿意尝试新产品，这对于新上市的方糖 Wi-Fi音箱来说，无疑是

一批核心种子用户。公司决定从培养种子用户开始，慢慢唤醒尚未成熟的 Wi-Fi音箱市场。 

2.2 竞争现状 

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与方糖 Wi-Fi音箱设计风格相近、操作方式类似的产品。但在大

品类的 Wi-Fi音箱市场上，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不同品牌的 Wi-Fi 音箱有各自独特的卖点，

或是内容资源丰富，或是智能体验极佳。在用户锁定 Wi-Fi音箱这一产品种类的时候，这

些同品类的产品都纳入方糖 Wi-Fi音箱的竞争对手。从总的竞争态势来说，Wi-Fi音箱市

场大致呈现三个品牌梯队：第一梯队是 Bluesound Pulse Mini、Bose SoundTouch、B&O

和索尼，这四个品牌知名度高，但其 Wi-Fi 音箱一般是大型家庭式音箱系统，且定价均高

于 3000元，因此跟方糖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第二梯队是 Sonos、Libratone Zipp Mini

（小鸟）；第三梯队是 O2云音箱、漫步者 MA3、果壳 GP2、京东叮咚音箱，这个梯队的

Wi-Fi音箱价格定位在 500-1000元，面向的消费群体最广，产品受关注程度也很高。从

“定价”、“外观设计”、“内容资源”、“功能特点”四个维度来看，第二梯队和第三

梯队的 Wi-Fi音箱均为便携式音箱，其品牌具有以下特点（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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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Wi-Fi 音箱品牌基本信息 

梯

队 
品牌 价格 面世时间 公司/厂商 特点 

第

二

梯

队 

Sonos 

Play:1 

¥1488

元 

2014年 

进入中国 

搜诺思（美国） 
金属外壳、原音重现、防

潮、壁挂、海量音乐内容 

Libraton

e 

Zipp 

Mini小鸟 

¥1280

元 

2014年 

进入中国 

利勃登（丹麦） 

便携式家庭影院、声学设

计、手势控制、北欧设

计、8色羊毛外套 

方糖 

Cube音箱 

¥1499

元 
2015年 2月 

深圳方糖科技有限公

司 

美国 Kickstarter 众

筹 

木质外观、体感操控 

第

三

梯

队 

O2云音箱 ¥899 元 2105年 8月 

深圳奥卓领航有限公

司 

京东众筹 

语音控制、触摸屏、手势

感应 

漫步者

MA3 
¥599 元 2015年 9月 

漫步者 

目前国内第一音箱品

牌 

内载阿里智能硬件，主打

智能家居概念 

果壳 GP2 ¥699 元 2015年 7月 

果壳电子 

创新智能穿戴公司 

外观简约、回归音质 

京东 

叮咚音箱 

¥798 元 2015年 5月 

京东联合国内最大中

文语音技术公司科大

讯飞 

语音控制、声波联、“一

秒钟听见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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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上来看，目前第二梯队的 Wi-Fi 音箱品牌价格设定在 1000-2000元，第三梯队

的 Wi-Fi音箱品牌价格设定在 500-1000元。而方糖 Wi-Fi音箱定价为 1499元，从价格划

分来看，属于轻奢的第二梯队。而从推出的历史来看，第三梯队的品牌产品面市的时间几

乎与方糖同步，均在 2015年。 

从外观和材质上看，所有的竞争品牌大多采用金属、塑料材料体现质感，具有工业现

代感和时尚感（见附录 1中的表 4）。相比较而言，方糖 Wi-Fi音箱则像“剑走偏锋的另

类”，怀着对原木的崇敬态度，箱体是挑选北美地区白枫叶和红樱桃木制作的纯木质箱体，

将实木的温暖质感和绝美纹理完美保留，整体体现一种小清新的简约风格。在外观上采用

IOS音乐图标的形状，简约熟悉，整体外观十分讨喜，也更受到“文艺范”、“小清新

范”、“颜控”类型的消费者喜爱。而在消费者调研中也发现，“外观”和“材质”是吸

引消费者的卖点。 

Wi-Fi 音箱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它内容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音乐

资源其实更为重要。从内容资源上来看，方糖 Wi-Fi音箱并没有优势（见附录 1中的表

5）。目前，方糖 Wi-Fi音箱内容主要有收音机、PANDORA、流媒体 Spotify5、荔枝 FM和

豆瓣 FM，并支持苹果 Airplay和安卓 DLNA 以及 QQ音乐的 QPlay。但收音机（国外电台）、

PANDORA、Spotify 均存在国内用户无法访问国外 IP的状况，国内荔枝 FM、豆瓣 FM则存

在使用时无法搜索和收藏的问题。虽然方糖 Wi-Fi音箱内置的 4GB 存储空间可以存放部分

音乐，但还是有损用户体验。不过，方糖 Wi-Fi音箱的系统可以更新，未来增加合作方后

音乐资源也会增多。 

    在操作方式和功能特点上，各品牌 Wi-Fi音箱都有各自独特的卖点（见附录 1中的表

6），比如通过触摸屏操作，或者语音交互，都有独特的体验。方糖 Wi-Fi音箱采用了独

创的体感操作方式，轻拍音箱顶部就能开始播放或暂停音乐，向左或向右倾斜则能切换上

下曲目，这些独特功能也让方糖赢得多项国际权威认证，成为国内首个通过 Spotify认证

的音箱。 

3.品牌定位研讨会 

两个星期之后，公司按照原计划召开了品牌定位研讨会。市场部事先在每个人的座位

上摆好了一份新出炉的市场调研报告（主体内容如附录 2所示）。大家翻看调研报告的同

时，CEO Sean 首先发话了：“市场部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这份报告清楚地展示了我们目

                                                           
5
 Spotify 是全球最大的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在全球有超过 6000 万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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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市场状况，大家参考报告内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说说对方糖品牌定位的想法，

开始吧。” 

短暂的沉默之后，销售总监 Jennifer先开口：“Sean,我们的产品在国内真的不太好

卖，国产品牌给人的感觉就是档次不高。我们商标在美国注册了，也在美国申请了专利，

宣传的时候直接就说我们的品牌是美国的品牌，这样不是更好吗？国内的消费者都喜欢洋

品牌，一听美国的品牌，就觉得高大上。”Sean立马打断说：“我不赞同，现在互联网

这么发达，撒谎生命力会很低，我们是中国制造，是什么就是什么，长远来看，我们还是

要实事求是。以后公司做大了，品牌做起来了，别人还是会扒出家底的。并且，我始终相

信，未来十年，中国品牌在全世界会强大起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得造个洋品牌，请个

洋代言。我相信我们中国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高端品牌！”面对 Sean 的情怀和信心，大家

都点了点头。 

销售总监 Jennifer 话锋一转：“那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下？销量上去，才能

打开市场。从我们的市场调查报告来看，主要消费群体年龄段集中在 18-35 岁的群体，

也就是 80 后和 90 后，学历偏高，超过半数以上都在本科以上，据我了解多数都是金融、

银行从业者以及 MBA 学员等高收入人群，所以我们的受众被压缩了很多。是不是应该调低

价格，吸引更多的人群？跟那些洋品牌比，我们的定价都算是便携式音箱里面价格最高的，

这么高端的定价，确实很少人会买呀。另外，Wi-Fi音箱的成本确实高，价格一下子也降

不了多少，为解燃眉之急，我们推出蓝牙版的方糖音箱怎么样？蓝牙版的音箱 800-900元

的价位应该就可以卖。最近很多渠道商跟我提过这个意见，他们建议我们推出价格稍低的

蓝牙版音箱，低价位的需求大一些。你们觉得呢？”显然，Jennifer 很在意销量，所以

表情语气都略显着急。 

 “首先，我觉得价格不是主要问题”市场部总监 Apple当头一盆冷水，“之前我们

在线上和线下展会上都做了实验，把我们的产品分别标价 1499元、899元，发现询问、

购买的人数都差不多，销量没有多大差异。除非我们价格降到 500 元以内，否则降价没什

么意义。从我们的市场调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未购买人群的期望价格大多集中在 500元

以内，我们的 Wi-Fi 音箱不可能做到那个价位。并且，对于现在市场上那些低价的 Wi-Fi、

蓝牙音箱，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区别开来，不做洋品牌不代表我们不做高端品牌，我们独特

的交互体感设计、原木外观、高品质的音质都是产品独特之处，不能跟他们混为一谈。”

Apple对方糖音箱的优势充满信心。 

Sean补充道：“确实是这样，Wi-Fi音箱从技术上来说是一个趋势，现在 Wi-Fi音箱

的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消费者还不能清楚地知道 Wi-Fi音箱可以带来的好处，市场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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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需要被教育的阶段。我们没必要前怕狼后怕虎地考虑竞争对手定价，产品设计之初

就已经充分考虑了与现有产品的差异性，可以说，我们的产品确实是独一无二。至于蓝牙

版音箱，倒是可以考虑，价格肯定会比 Wi-Fi版的低很多，也许可以扩大我们的目标市场，

至少可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是如何让消费者

知道我们的优势。” 

设计总监 Icen立马接道：“当务之急是要找出我们的卖点。从调查报告来看，已购

买的消费者很喜欢我们的材质和外观，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原木人工贴合的技术，是目前

市面上的音箱做不到的。不如，我们就在定位里强调我们的外观，比如北欧简约设计、天

然原木材质，现在文艺青年很喜欢这种简约天然的风格，并且他们也很有情怀。”  

销售总监 Jennifer 立马反驳道：“可是文艺青年没有钱呀，豆瓣上大部分人都比较

文艺，有情怀，我们利用豆瓣做推广时就发现，大家确实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但都觉得

价格太贵。我们得现实一些，根据市场调查报告来看，收入高的群体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群，重点是如何说服这些有钱的人选择我们方糖，比如我们说方糖音箱是专为果粉设计的

音箱，这样就可以锁定苹果用户了。”显然 Jennifer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满意，脸上露

出得意的笑容。 

Sean摇摇头说：“果粉可能更看重国外的大品牌，况且国内 Android市场那么大，

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做，这个定位不太好。”  

技术总监 Louis 似乎听不下去了，自信满满地说：“归根结底，音箱最重要的是音质，

我们的音质绝对在第一梯队，所以定位里一定要强调我们的音质。此外，我们的交互设计

也申请过专利，更是我们的特色，目前在国际上，我们是第一个将 APP硬件化到音箱上的

公司，‘拍一拍’和‘摇一摇’的功能也已受到消费者的肯定，将来我们会在产品上有无

限延展的空间。所以，就强调我们的技术，让消费者信赖我们的技术，并对将来产品有更

多期待。我们目前产品的设计和功能改进都是用户提出的，我们的实力足以满足用户不断

提出的新需求。”  

Sean接过话头说道：“不愧是技术总监，看来 Louis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

嘛！只是产品再好，消费者不了解，还是不好卖呀。”Sean边说边把询问的目光投向销

售总监 Jennifer，还没等他开口，Jennifer 就回应道：“我们的产品技术确实过硬，未

来前景也很不错，只是从目前来说，如果过分强调技术，消费者就会把我们当成数码产品，

但是市面上的数码产品那么多，又得把我们拉到音箱行业的红海中。我建议我们自创品类，

突出方糖不是一般的音箱，而是互联网音箱、APP音箱，这样我们既能和市场上其它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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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区分开，又可以强调出我们的特色，更容易让消费者认识我们的品牌，只要一想到互联

网音箱就能想到方糖。”  

听到这里，Sean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品类创新确实是品牌定位的好办法，我们

产品的特色我们都很清楚，只是如何能够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与消费者沟通呢？如果用一

句话来表达方糖是什么，你们有什么想法？” 

设计总监 Icen抢先说道：“我们品牌名称是 Sugr，就如当初起名字时的理念，我们

希望方糖可以让音乐更甜蜜，让科技更有温度。这样传播方糖，既可以让消费者对我们的

品牌印象更深，又可以让消费者感知到我们品牌的温暖。” 

Sean听到之后略显疑惑地说：“方糖最初命名的创意确实在于此，但这是品牌的整体

理念，作为定位太宽泛了点吧？我们还是需要清晰地告诉消费者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 

技术总监 Louis 接了 Sean的话：“我们做的是‘互联网收音机’？或者说

‘iPod+Wi-Fi+APP’这样会更清楚一些？”技术总监终究是搞技术的，不太擅长言辞，所

以就给出了几个技术关键词供大家参考。 

Sean思索了一会儿说：“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我觉得可以说方糖是音质与颜值俱佳

的互联网音箱。这一表述既说明我们的技术厉害——Bug少、遥控顺畅、死机少，也说明

我们的外观漂亮——简单原木，同时还是新品类——互联网音箱。接下来我们将要推出的

二代产品，将进一步进行功能优化和提升，我们方糖的音箱可以成为互联网音箱的

No.1。” 

设计总监 Icen微笑着说道：“是呀，漂亮的没有我们专业，专业的没有我们漂亮。

我们音箱的材质跟目前流行的简约风格很搭配，放在一些家私品牌的展厅里，总会引起消

费者的注意。并且我们做到了定制化，消费者可以拥有自己的专属定制音箱，目前那些大

品牌也没有做到呢。” 

市场总监 Apple 显然没有完全赞同，继续给出建议说：“单靠音质和颜值似乎还是不

能支撑目前的价格，只有品牌化才可以带来溢价，所以换个思路，我们方糖不是做音箱的，

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品牌的内涵。那些高收入人群的工作节奏快，需要

一种慢生活的格调来调节，方糖可以为他们提供慢生活方式。目前我们和一些摄影师群体、

一些家私品牌合作，未来我们也可以和一些亲子品牌合作，使消费者在线上通过照片、软

文感受到方糖的品牌理念，在线下各类合作伙伴的体验店中，感受方糖的慢生活方式。当

方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音箱的时候，品牌溢价就不可估量了。” 

销售总监 Jennifer 马上表达了对这一提议的支持：“现在智能家居正火，智能生活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提倡的生活方式刚好可以配合智能生活，方糖提供了 APP硬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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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箱，更提供了一种高格调、慢节奏的生活。方糖高格调，音乐慢生活！”销售总监为

自己能想出这样的口号而感到自豪。 

技术总监 Louis 还是不太确信，手托腮边思考边说着：“这些口号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是不太具体，我觉得能喜欢我们方糖的，一定是那些崇尚简约的生活方式、秉持优雅的

生活态度、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的一群人。这群人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用一两个关

键的词语概括就好了，‘慢生活’确定是这群人追求的吗？” 

伴随着 Louis的疑问，大家围绕以上提出的几个观点，继续讨论着。你一言我一语，

似乎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但又很难说服所有人认同，到最后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Sean

低头看着 iPad 上记下的几种观点，左右为难。他知道，市场不等人，品牌定位始终是方

糖绕不开的坎。 

（案例正文字数：9,996） 

附录 1：方糖竞争现状相关表格 

表 4 竞争品牌 Wi-Fi音箱外观和材质 

                  

第
二
梯
队 

梯
队 

 

SONOS PLAY:1 的金属外壳材质有白、黑两种，带轻金属保护网，

并且具有防潮功能。柱状形的外观设计简洁时尚。箱体背后的壁

挂螺丝扣设计使音箱能悬挂墙壁上。 

 

Zipp Mini 采用塑料的外壳材质，并在外层采用钻石网纹布精致

外套，这种布艺材质更具肌肤触感，同时外套有 8色可选，多彩

外套灵活搭配任意家居环境。产品极简流线的设计更显柔和友

好。ECCO真皮提手 手感舒适，拎挂的贴心设计令人感到温暖。 

 

方糖挑选北美高纬度地区白枫叶和红樱桃木制作的纯木质箱体，

能够充分抑制箱体谐振和外来震动。方糖的背后则为塑料质地，

正中间是音量旋钮兼电源开关。方糖的底部则是一片橡胶，起到

避震和防滑的作用。目前有枫木、樱桃木、黑、白四种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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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梯
队 

梯
队 

 

O2云音响采用圆形外观设计，整体结构浑然天成，从侧面看很像

一枚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正面采用黑色绒布面料覆盖，底部是坚

硬光亮的塑料外壳，刚柔结合。音箱正面镶嵌圆形触屏，所有操

作都通过触摸屏和屏幕周围的触控感应键来完成。 

 

漫步者 MA3 沿袭了漫步者旗下经典产品的造型风格，外观设计比

较简约。音箱正面采用大面积的金属网罩，而四周则是质感不俗

的镜面塑料外层，和钢琴烤漆表面非常接近，带来了比较好的视

觉效果。有蓝、白、红三色。 

 

果壳 GP2的外观比较低调，采用经典的全黑色机箱，棉纱织网面

料大面积覆盖前后面板，但黑灰配色略显沉重。造型采用另类的

三角形，从侧面看是梯形箱体，箱体的两侧没有任何按键和端

口，比较简洁。 

 

京东叮咚音箱的造型近似于圆柱体，箱体周围被金属网罩包裹，

手感还不错。顶部设计了触摸按键，边缘有一圈环形的 LED灯，

可显示当前的工作模式。但音箱的配色太单一，有全红、全白、

全黑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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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竞争品牌 Wi-Fi音箱音乐内容资源 

 品牌/型号 实物 内容资源 

 
 
  
  
  
  
  
  
  
  

第
二
梯
队 

SONOS Play:1 

 

苹果音乐、QQ音乐、豆瓣 FM、虾米音

乐、网易云音乐、多米音乐、 

库克音乐、荔枝 FM、咪咕音乐、蜻蜓

FM、喜马拉雅 FM、Lavaradio、酷 FM 

Libratone Zipp Mini 

 

苹果 airplay、酷狗音乐、网易云音

乐、多米音乐 

方糖 sugr 

 

豆瓣 FM、荔枝 FM、radio、PANORA、苹

果 Airplay 和安卓 DLNA以及 QQ音乐的

QPlay 

 
 
 
 
 
 
   

第
三
梯
队 

O2 MPO1 

 

虾米音乐、QQ音乐、网易云音乐、豆瓣

FM、蜻蜓 FM 

漫步者 MA3 

 

虾米音乐、喜马拉雅 FM、豆瓣 FM、蜻蜓

FM 

果壳 GP2 

 

天天动听、喜马拉雅 FM、豆瓣 FM、蜻蜓

FM、多听 FM 

京东叮咚 

 

百度音乐、喜马拉雅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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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竞争品牌 Wi-Fi音箱功能特点 

 品牌/型号 产品功能特点 

                      

第
二
梯
队 

 

SONOS这款产品的特色在于音效的原色。产品内置 2个配备独立

功放的扬声器，输出强劲有力的音效，带来美妙的聆听体验。

同时产品具有防潮、壁挂等特点，并且拥有海量的音乐内容资

源。但这款产品面市较早，在触屏和交互体验上并无太多创

新。 

 

Mini小鸟 Wi-Fi音箱采用 360度 full room 声学技术，均匀扬

声，使优美的声音覆盖整个房间。通过 APP 直接连接 Wi-Fi，手

势控制音量 、一指调节音量使得操作易如反掌。并且提拎方

便，随时携挂。音乐内容资源比较窄，专业音乐电台只有豆瓣

FM、有声读物类只有喜马拉雅，但具有收藏功能。不过这款产

品目前没有语音交互控制功能。 

 

方糖采用了特殊的“体感”操作方式，轻拍音箱顶部就能开始

播放音乐或暂停。向左或向右倾斜则能切换上下曲目，这也就

意味着要摆放在比较空的地方才有操作空间。当然主要操作方

式还是依赖手机，选曲、选功能只有手机 App 上才能设置。 

                 

第
三
梯
队 

 

O2云音响自带一块触摸屏，用户可以通过左右和上下滑动屏幕

来选择音乐栏目、网络电台等内容，使用很方便。网络配置速

度也非常快，另外，这款音响还带有语音搜索功能，但仅支持

很简单的语音操作，主要还是以查找歌手和歌曲为主，比较单

一。 

 

漫步者 MA3 搭载了阿里智能生态系统 APP，集合性非常强大，除

了音响产品之外，还可以操控各类家电产品。另外音箱可以通

过 APP直接连接 Wi-Fi，省去了手机去连接音箱热点的步骤，十

分简单快捷。但是，这款音箱不支持多手机同时接入的要求 

 

果壳 GP2是一款主要以网络电台资源为主的家居 Wi-Fi音响。

有声读物和网络电台资源丰富，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有声读物

平台。但在音乐资源方面，只有天天动听一个音乐平台，音乐

内容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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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音箱最大的特点在于强大的语音交互控制功能。  和其他

语音控制的音箱不同，叮咚音箱的语音控制不仅接收距离远，

最远可达 5米。而且交互的内容更为丰富，不仅仅是简单的点

歌，例如天气、新闻、讲笑话都可以通过语音进行交互。 

 

附录 2：方糖市场调研报告（节选） 

2016年 3月 16 日—25日，市场部对方糖音箱进行了市场调研。针对已购买人群，选

择了线上的派发，以内部微信群的形式扩散；对于未购买的人群，选择在深圳福田中心区

（皇廷广场、购物公园、会展中心）派发，选择时间段为下班高峰阶段，主要在商场内请

正在排队等候吃晚饭的群体填写问卷。此次调研共收集 2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87份

（已购买群体 52份，未购买群体 135份）。     

1.现有消费者基本信息 

方糖的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 18-35 岁的群体，也就是 80 后和 90 后，学历偏高，近八

成都是本科及以上学历。 

 

图 1  已购买群体年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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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已购买群体学历分布 

2.消费者个性及生活方式 

购买人群的个性集中在“开放型”与“和悦型”，生活方式以时尚导向型为主。 

 

 

 

 

 

 

 

 

 

 

 

 

 

图 3  已购买群体人格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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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已购买群体生活方式 

 

3.消费者对方糖的品牌印象 

3.1 已购买群体 

认为方糖是精细的（属于上流阶层/有魅力/迷人浪漫/外形美观）和真诚的（爱家/务

实/健康/令人愉悦）的用户超过 80%；在对于方糖的评价中，“外观”得分最高，而对于

“价格”的得分是最低。已购买群体认为“材质”方面与方式、个性、价值观相符程度最

高。 

 

 

图 5  已购买群体描述方糖品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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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已购买群体对方糖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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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已购买群体认为方糖以下与其生活方式、个性、价值观相符程度 

 

3.2 未购买群体 

未购买群体普遍对方糖品牌的了解程度不高，82%的未购买被访者没有听说过或者听

说过但没有多大了解方糖；认为与其生活方式、个性、价值观相符程度最高的是“材质”；

84%的未购买群体能接受价格区间是在 500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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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未购买群体对方糖了解程度 

 

 

图 9  未购买群体认为方糖以下与其生活方式、个性、价值观相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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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未购买群体最高接受价格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