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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论 K-POP的现存状况和未来发展性

以 K-POP 在日本，中国的成功事例为基本，看美国，欧洲市场的 K-POP 进军战略

曺圭贤

庆熙大学后现代音乐系

指导教授：李宇昌

本研究分析了关于凭借在全球传播的 K-POP 的热潮，以及分析了不仅仅是亚洲，也拓宽

到欧洲，美国的 K-POP 的世界化战略。为此，以实际事例为基本，以观察现有的 K-POP 在中

国，日本观察进军成功的战略为基本，为了今后 K-POP 在今后美国和欧洲进军，分析需要的

效果性的战略。分析在中国，日本，K-POP 成功的重要原因是生产者（策划公司的系统性的

制作系统），传达方式（社会化媒体的积极运用），消费者（在 IT 中，熟悉的积极的消费

者），资讯（完善唱歌，编舞，形象）。另一方面，现在 K-POP 在拓宽基础的美国和欧洲市

场，可以找到趋向单一化的音乐和的特色不足的 K-POP，浓郁的商业性和系统的商业模式不

足的临界点，为了克服这个，在现有的中国，日本的成功事例中，得到启示。

在看中国，日本的成功事例时，K-POP 包括 1）社交媒体的积极的运用和 2）音乐性，

演出，3)关于当地文化彻底的准备，通过以上这些的可以预想到在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中时

有效的。还有， 重要的是一定要支持 K-POP 资讯本身树立个性和系统的民、官的当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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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序言

1.1 研究的背景

我们国家的大众音乐现在得到了全世界注目,是透过1990年代开始的K-POP来传播,同时

亦成为韩流产品的核心.由中国到日本,台湾等东南亚开始的 K-POP 加上韩流烈风的韩国偶像

团体们的持续的加入不断扩散,因此声望也变得更高.
现在多数的东南亚的青少年都会听韩国音乐,成为韩国艺人的粉丝也十分寻常.特别在

2000年代以后 近的 K-POP的人气也跨越了亚洲扩散到美国,南美,欧洲等文化内容的主要国

家,这被看做是国内经济，社会等发展的多方面潜在性和巨大机会。

K-POP 着超越国家的波及力不仅仅在文化产业，在其他多样的产业领域也备受关注，

政府和企业也毫不吝惜对它的支援和投资。

实际上,在东南亚不断简历人气的 K-POP 和韩流文化内容的输出也带来了很多的机遇,不
仅仅是直接输出而且有助于国家形象改善,观光产业,关联附加产业等是韩国的大众文化作为

一个对外的商品占据一席之位的原动力.政府也为了将文化产业育成21世纪的核心产业通过

各种政策上的支援使 K-POP 的热风更有波及力.
2000 年以后 K-POP 热风开始走出亚洲扩散到欧洲，美国，中南美，通过新市场中到来

的 K-POP 的机会，可以看到文化内容的潜力给多样的产业领域带来机遇的环境即将形成.

1.2. 出問題

跨越了亚洲的国家, 近在欧洲和美国等开始扩散的 KPOP 的人气是产生了很多关于实

体和定量式的疑问也是事实.以及关于到底 KPOP 的人气能否在非亚洲国家的存在潜力和感

染力的有意义的争论也出现了不少.这次的研究中会选择有着成功先例的中国和日本等亚洲

国家的 KPOP 进行人气和形成原因的分析，以及会分析 近开始在欧洲和美国扩散的 KPOP
的人气的实际状况.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 终目的是以了解各个国家里的 KPOP 的基本现況为基础,通过已经成功的事

例中的标杆效应,探索比现在处于增长阶段中的非亚洲国家中的 KPOP 效应更成功的效果的

方法。

1.4. 研究范围

本论文里由 1990年代开始 K-POP烈风开始,分析现在可以看到那蔓延效果的出现的亚洲

国家中中国和日本的成功事例,另外会重点 绘其他 K-POP 烈风新兴旺的国家中欧洲的一部

分国家和美国的事例.以各种的事前研究结果和文献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以关于 K-POP 和

韩流的各种公共和统计调查机关的分析资料和现有的论文,报告书,新闻报道和杂志为主要资

料来源。

1.5 研究的流程图



- 2 -



- 3 -

Ⅱ理论背景

2.1. 韩流和 K-POP 的概念

2.1.1. 韩流的概念

韩流是指在亚洲各国掀起韩国文化热潮。借以 1996 年向中国输出的韩剧开始的韩国大

众文化，从 1998 年开始扩大到歌谣范围。接受韩国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外国友人们对韩国文

化充满热情和憧憬，想要学习的这文化现象“韩流”①的定义是现在在中国、台湾以及越南

等东亚地区，对韩国歌谣，电视剧，电影等的关心和喜爱的增加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

2000 年之后出现的喜爱电视剧，流行歌曲，电影等以及代表着韩国大众文化的泡菜，辣酱，

拉面，电子产品等各式各样的与韩国相关的物品的现象，囊括这些现象的意义正是的定义。

②

现在，韩流在大众文化的兴起中是一时的，是区分于中国，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文化的

一种类型并占据一席之位，这样的文化现象并不只是表面上可视性的直接与间接的成果，而

是为韩国国家品牌形象的上升作出贡献，并起到影响民间外交作用的角色。这样的韩流主要

在日本，中国及其台湾等地扩散，有使 高韩国形象及其热潮形象的效果好转的评估，不仅

是旅游收入的增加，文化内容以及文化派生产品等不同韩国产品输出增多的情况下，对于韩

国其他产品的形象也得以 高，也赋予了增多韩国产品出口的积极意义。即，韩流不仅仅是

喜爱电视剧和电影等韩国大众文化的现象，随着旅游部分的收入增长，电视剧或者电影的

OST,DVD，图书以及演员出演的 CF，各种活动中不同的附加收入的增加，韩流使得韩国及其

企业形象得以 高，不同韩国产品的采购得以增加，韩国一般商品的输出得以扩大。这些都

是韩流带来的积极影响。

①김성섭 김미주（2009）“从泰国社会中认识韩流大众文化商品对韩国国家形象和韩国旅

游的影响 ”旅游研究，23（4），101-125.
②조성아（2010），“韩流对韩国出口和 FDI 带来的效果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仁济大学研

究生院。

2.1.2.K-POP 的定义

K-POP 是在韩流中被称为韩国的大众音乐中心的术语。目前，作为主导走向全世界的韩

流的传播的种类，是使在特定地区停留的韩流向全世界同时引起反应的促进文化发展的媒

介。

K-POP 不仅意味着 Korean Popular Music，英美圈的 pop 音乐，即，‘popular music’又

叫做‘pop song’，与 J-POP,相似的，在中国叫做 C-POP，在泰国叫做 T-POP 等等，复制国

家首字母而诞生。

然而，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关于 K-POP 的准确定义。因为用韩语作成的音乐，韩国人演唱

或者演奏的银鱼，韩国人作词，作曲的音乐，韩国的企业投资，制作的音乐等作为重要条件

去定义 KPOP 依然是不清晰的。因为比如，2PM 的尼坤，MISS A 的佳和霏，F（X）的宋茜等

在韩国所属于韩国经纪公司并用韩语唱歌和活动中， 近海外音乐人参加了少女时代专辑中

的 Lindy Robbins，Brent Paschke，Kenzie 等。又有在韩国的经纪公司中的海外资金流入情况

也很多，以及海外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以及联合合作等的情况很多。

因此，虽然 KPOP 是为了区分在外国的韩国大众音乐而出现的产业型词语，但是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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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现在韩国的音乐产业生产，统称为消费文化，以及，与此相关文化的统称的国际化固

有名词。

2.1.3 韩流和 K-POP 的历史

根据 2009 年发表的数据把从 1997 年开始在中国开始的韩流发展时期分成了 3 阶段,各
阶段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 1> 韩流的发展阶段

韩流 1期 韩流 2 期 韩流 3期

关键词 韩流产生 韩流深化 韩流多样化

期间 1997~2000 年代初 2000 年代初~2000 年

代中期

2000 年代中间以后

主要领域 电视剧,音乐 电视剧,音乐,电影,

游戏

电视剧,音乐,游戏,电影,

漫画,卡通,韩食,韩文

主要地域 中国,台湾地区,越

南

中国,日本,台湾地

区，东南亚

中国,日本,东南亚,亚洲中

部,非洲,美国

代表内容 爱情是甚么,HOT 冬日恋歌,大长今 偶像歌手

资料: 高正旼,「韩流, 跨越亚洲向往全世界」,韩国文化产业交流节录,2009,p.30

表 1. 韩流的发展阶段

1997年开始到 2000年代初是韩流 1期里向海外消费者们初次传递韩流这个名字及其蔓

延力, 可以看做是海外的人第一次接触韩国文化的时期. 而通过当时的电视剧<爱情是什么>
传播的韩国文化过去因其在中国所没有的自由的生活环境和表现方式为中国的观众带来了

新鲜的冲击和憧憬的效果. 这不仅仅是电视剧，甚至发展到歌曲和舞曲. 音乐方面虽然早在

1987 年发售的消防车的 1 辑'昨晚的故事'在日本得到很大反响, 但是称之为韩流的话是还不

够的.即使人气很旺但不是正式的韩国歌谣输出以及无法达成配套的话还是不能称之为

K-POP。
1990 年代末，韩国音乐以舞曲为中心，继承了电视剧的人气在中国、台湾地区等得到

很大反响。2000 年 2 月著名舞蹈组合 HOT 的北京公演是中国传媒第一次使用'韩流'的用语的

契机.之后，韩国歌手的演唱会中吸引了很多青少年,也出现了很多介绍韩国音乐的电台节目.
这可在 1990年代成立的韩国的大型Music Agency 中找到起因,这种社会性变化正式让 K-POP
开始在向世界市场发展.更甚,NRG,偶像团体开始通过脸书在中国等东南亚引领 K-POP 热潮,
随后李贞贤,神话等偶像 2 世代持续在大中华里形成粉丝团,开始扩阔了韩国大众音乐以亚洲

为中心的认知度.
从 2000 年初期到 2000 年中期是韩流的第二期发展阶段，是韩剧开始加大传播的时期。

2002 年到 2003 年在东南亚，中国等地区韩国电视剧和歌曲已经非常受欢迎了，在日本，韩

剧<冬季恋歌>大火，从而延续了韩流热潮。<冬季恋歌>吸引了许多日本普通中年女性，主演

裴勇俊，崔智友引起了热潮，于日本同时也刻画了韩国以及韩国人民纯熟浪漫的形象。

<冬季恋歌>之后，<大长今> 在中国以及香港，东南亚，中亚，非洲，东欧等地区传播，

同时制造了韩流向全球扩散的契机。而且，不仅仅是韩剧自身，韩国饮食的世界化，韩服的

优秀性也随之波及，单一的优秀文化产品也起到了外交使节的作用。

韩流第二期发展阶段可以说是电视剧的全盛时期，同时音乐等其他内容也得以发展，为

K-POP 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BoA 在日本 oricon 排行榜多次位居第一，接下来是东方神起在

日本中国等国家走红，rain通过海外的演出，成为了世界级的明星。

从这时候开始，在国内外媒体眼中，Korean Pop 的简写 K-pop 意味着韩国大众文化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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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在海外，K-POP 音乐也在各种著名的音乐频道中出现。特别是韩国歌谣在没有获得大量

关心而当地的发展战略成功地通行的时候，以宝儿为核心进入日本音乐市场的韩国大众音乐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韩流中 K-POP 的知名度也借此直线上升。继宝儿在日本的成功之后，中

日成为了 K-pop 文化资讯消费 重要的中心。

2000 年后半期开始 以 YouTube 等网站为基础的视频网站开始通用，使得亚洲为首的

K-pop 开始在欧洲，南美，中东等地区蔓延开来，韩流逐渐演变成世界性的热潮。以东方神

起，BigBang，少女时代，K-ARA，WonderGirls，SuperJunior，SHINee 等偶像为中心，K-pop
的影响力和概念在全世界的 10~20 代年轻人之间急速扩张，重编了原来以影视剧为中心的韩

流概念。

脱离了物理上时间与空间的制约，通过以手机为中心的各种渠道，PSY 的‘江南 style’
获得了全球性的人气，更是在视频网站 Youtube 创下 高点击率的记录。

2.2.韩流中的 K-POP

2.2.1.韩流中 K-POP 的比重和经济上的效果

2010 年的研究反映了，在形成的各领域的韩流指数中，反应除了韩流音乐的指数是

高的 K-POP 带动了韩流文化趋势。

【表 2】2010 年不同领域的韩流指数 （单位：2009 年 100 标准）

音乐 游戏 综艺 电影

各领域的韩流指数 107 101 100 94
出处：高贞敏（2010），“关于韩流指数的核定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韩国文化交流团

表 2.2010 年不同领域的韩流指数

根据相关的研究，音乐维持在 107 高，游戏是 101，广播是 100。电影下降到 94。在

从 2010 年开始的韩流 3 期中，音乐主导着韩流，并以此命名。

在 2012 年又形成的不同的研究中，根据分析量化韩流人气的“K-POP 韩流指数”的资

料，K-POP 在正式进军海外的 10 年里达到了鼎盛时期。初创期，韩流的至高点是 2004 年达

到 100 的时候，2011 年“K-POP 的韩流指数”在 7 年里从 262 急剧增加到 2.6 倍。并且，这

样的热潮从 2015 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韩流的重要资讯不仅仅是 K-POP，也可以说是作

为 K-POP 在海外市场进军的韩国文化资讯的跳板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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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K-POP 韩流指数发展

实际上韩国资讯规模本身也从 2005 年 13 亿美金中达到了 2009 年 26 亿美金里，在这

四年之间，增加了 2 倍。记录了陡峭的增长过程。在这中间，音乐产业的输出呈现出迅速增

长的趋势。在 2009 年的情况中，和去年相比，增长了 90%。可以看出，这是借助在东南亚

和日本形成的新韩流的主力偶像团体的人气。以后的 2010 年上半年开始，出道的少女时代

和 KARA成为代表的女子团体的进军日本市场，2011年也持续如此。可以推测是关于对 K-POP
的关注和人气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大的作为。

［表 3］韩国资讯产业的规模

区分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增加率 年增长率

销售规模

（兆元）

57.3 62.8 64.4 66.0 69.0 4.5% 4.8%

输出规模

（亿元）

13.0 13.7 19.4 23.4 26.0 11.4% 18.9%

出处：文化体育观光部（2010），“2010 资讯产业统计”

表 3.韩国资讯产业的规模

［表 4］韩国资讯产业出口趋势 （单位：百万美金，%）
产业区分 输出 增加率

（08~09）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音乐 22.3 16.7 13.9 16.5 31.3 89.7
游戏 564.7 672.0 781.0 1093.9 1240.9 13.4
综艺 123.5 147.7 162.6 180.2 183.6 1.9
出处：文化体育观光部（2010），“2010 资讯产业统计”，知识统计部（2010）“年度进

出口趋势”，韩国资讯振兴院（2010），“广播资讯进出口情况”

表 4. 韩国文化产业输出发展趋势

Ⅲ. 调查内容

3.1.在中国的 K-POP

3.1.1. 中国音乐市场发展和展望

中国的音乐市场在 2009 年以后持续增加,2013 年总音乐市场的规模达到 7 亿 1500 万美

元全年增长了 6.2%。往后中国音乐市场的离线音源减少,数位音源和公演音乐的高速增长到

2018 年会展现出一年平均 8.6%的增长势头至预计 10 亿 7800 万美元.

中国音乐市场规模和展望 (单位:百万美元,%)
分类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18

CAGR

专辑 456 457 474 498 528 564 608 660 725 810 9.0

网上

专辑

52 32 29 24 21 19 16 14 12 1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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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码

专辑

403 425 445 474 506 546 591 646 712 800 9.6

演出

音乐

145 154 163 175 188 202 216 232 250 268 7.4

合计 601 611 637 673 715 7636 824 892 974 1078 8.6

*出处 PWC(2014)
表 5. 中国音乐市场规模和展望

韩国内容持续进驻中国,开始出现 K-POP 热潮的 2008 年以后到 2010 年

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35%.

主要韩流内容的中国输出额发展 (单位:千美元)
分类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放送 7979 5295 4512 6339 20955
电影 1144 824 1305 1578 966
音乐 850 1665 1844 2369 3627
游戏 158591 241330 292062 433059 595864

出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2012) ,<2011 文化产业统计>

表 6. 主要韩流文化的中国输出额发展

3.1.2 K-POP 进军中国市场现况

中国的市场开放和经济增长 高了生活水平，在社会积极地供应下，中国人们的文化需

求与韩国的大众文化内容也相适应，经济变化的逼真感在侧面使情绪有了可观的趋势。在中

国，韩国的流行音乐主要是借由中国的 10 岁~20 岁年轻人（特别是狂热的以群体之称的哈

韩族）喜欢韩国流行音乐，追随人气偶像而被传播开来。

历史上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21 世纪初的爱豆组合 H.O.T，CLON，安在旭，babyvox
等在中国通过活动而获得高人气开始的。但是即使韩流获得了高人气，在中国市场的高进入

壁垒以及当时国内企划公司的盈利模式没有确立的情况下，从而也就没有创造直接的收益。

2000 年代以后，中国尝试放宽市场文化限制、开放文化服务，韩国的 K-POP 正式进击

中国市场的契机也已成熟。中国国内 K-POP 的大韩喜爱度不是集中某些特定歌曲，而是集中

在某些韩流爱豆的歌曲，例如，SuperJunior，Rain，少女时代，BigBang 等歌手，会出现一

张专辑中收录的所有歌曲在门户网站人气歌谣同时都有排名的情况。韩国爱豆歌手们在中国

市场备受关注的 主要原因是‘高质量的音乐，优秀的歌唱实力，以及华丽的表演’，现在

韩国爱豆组合在中国有火爆的人气，也出现了仿效沿袭这些的组合相似的名字，概念，编舞

的现象。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透明的专辑市场不完备的状态，主要是通过公演或者活动方面创造收

益，在业界中，与拥有中国市场比较确切的合伙人的 SM 娱乐相类似，因为和韩国娱乐公司

的当地代理人的合作关系渐渐得到改善，2014 年也可以看作是 K-POP 韩流的主流从日本转

入中国的第一年⒅。比如说，那期间，为了在中国举行公演，有繁琐的行政性过程的这一方

面，但与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通过代办人制度，今后在中国内公演的韩国歌手得以增加，并

且有望大幅增加。

18：Tenasia（2014.12.19）HEY！2014，大众音乐统计③"K-POP 韩流"向中国进军情况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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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国内歌手的重要中国公演现况（2014 年）

歌手 日期 场所 票价（CNY：
元）

规模

EXO 2014.07.18 上海（梅赛德斯奔驰

文化中心）

680~1680 约 2 万名

2014.07.27 长沙（贺龙体育馆） 780~1280 约 5 万名

2014.08。02 西安（陕西省体育场） 780~1280 约 1 万名

2014.09.20 北京（万事达中心） 780~1280 约 2 万名

CN.BLUE 2014.07.19 北京（国家体育馆） 480~1580 约1万8千名

李敏镐 2014.10.26 广州（国际体育中心） 380~1280 约 7 千名

2014.11.01 南京（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

390~1280 约 6 万名

TARA 2014.12.27 上海（上海国际体操

中心）

980~1380 约 4 千名（计

划）

YG 家族演唱

会

2014.08.30 上海（上海体育馆） 380~2999 约3千5百名

2014.10.19 北京（北京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

280`1280 约3万5千名

SM TOWN 2014.10.18 上海（上海体育馆） 580~1280 约5万6千名

2PM 2014.11.01 北京（首都体育馆） 480~1280 约 7 千名

Epik High 2014.11.22 上海（浅水湾文化中

心）

680 约1千5百名

李承哲 2014.10.04 北京（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

280~1280 约 4 千名

神话（申彗

星，李玟雨，

Jun Jin）

2014.07.12 重庆（北碚缙云文化

体育中心）

380~1280 约 3 千名

朴 宰 范 ，

2EYES
2014.08.02 深圳（大运中心） 188~1988 约 6 万名

Shinee 2014.06.01 上海（上海体育馆） 580~1280 约 2 万名

2NE1 2014.04.11 上海（上海大舞台） 380~1280 约 1 万名

Beast 2014.03.01 深圳（深圳湾体育中

心）

188~9999 约 1 万名

JYJ 2014.08.23 北京（首都体育馆） ------ 约 8 千名

金贤重 2014.08.16 上海（上海体育馆） 380~1280 约 5 千名

K-POP音乐节

（ 2PM,EXO,
少女时代）

2014.08.30 广州（广州体育馆） 380~1280 约 1 万名

2014.10.25 北京（国际体育中心-
鸟巢）

------- 约 3 万名

出处：中国综合媒体报道

表 7.国内歌手的重要中国公演现况⒆

近利用有人气的韩国音乐资讯的形式和制作人力，通过中国当地化的系统，在中国音

乐资讯市场上，韩国音乐节目有大的影响力。比如说，中国版本的<我是歌手>，<不朽的名

曲>，<super star K>等等这样的节目每期都占据全国收视率的前列，在网络上的收视次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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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达到 10 万以上。

以此为基础，韩国的人气资讯现在在中国的核心媒体频道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上都很

容易收看到。以此为基础，国内各娱乐公司为了有效的进军中国积极地和有力的媒体合作。

现在 SM 娱乐公司和中国 大的门户网站百度建立了业务合作，JYP 也和百度音源签订合同

等多样的方式进军中国市场。

19：综合整理中国舆论新闻，参考 2012 年韩国咨询振兴院整理的资料.

3.1.3. 中国音乐市场成功策略

可以从这段时期进军中国市场的实例中看出,进入中国的国内的企划公司在1990年开始

已经体会到在中国市场里享有音乐的大众带来的感染力.尽管还未正式进入,已经了解到对韩

国艺人的狂热以及享受和模仿他们的潮流音乐的中国市场的特性，并积极活用中国市场。

在中国市场里对韩国音乐和艺人的狂热原因虽然有很多,其中 K-POP 热潮能够在中国音

乐市场中全面扩散,其策略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首先,积极活用中国现在 SNS 是普遍策略,通过与在国内有名计划社中有很大感染力的微

博,优酷,百度等中国的主要电子媒体的合作去充分活用电子频道,不单是这样,加上艺人的国

际 SNS,也另外通过在在中国里人气很高的 SNS 开设来积极和中国粉丝沟通.
男艺人百度会员数 女子艺人百度会员数

男子顺序: GD,Luhan,李敏镐,金秀贤,lay,Tao,Kris,Sehun,张根硕,灿烈,白贤,李钟硕,金希澈,KAI,李准

基,金宇彬,金贤重

女子顺序: 宋茜,Krystal,允儿,朴信惠,Jessica,泰妍,Suili,全智贤,未智孝,IU,尹恩惠,Tiffany,智妍,秀智,
徐贤,BoA,郑多燕,泫雅,Yuri,宋惠乔

资料: 百度

图片 3. 韩国艺人的百度粉丝数现况 22

中国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情报,
艺人和粉丝之间能够形成更亲密的沟通,国内企划社都积极活用网络媒体去策划中国市场的

活动,中国内 K-POP 和艺人的连结将更加火热.
第二个成功的秘缺要算上彻底的当地化战略.虽然通过当地的频道使得韩国艺人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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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得以 升,但与中国其他市场相比当地固有的文化和色彩依然很强，对本国艺人的喜好和

全面的支持也很强。这是因为有着模仿韩国偶像的音乐和时尚的现时中国偶像得到了更大成

功的事例.
接著 2000 年代以後開始,國內計劃者積極進行活用隊內中國成員當地化的戰略.包括

SUPERJUNIORM(HENRY, 周

觅 ),f(x)(Victoria),MissA(Jia,Fei),EXO(Tao,Kris,Luhan,Lay),GOT7(Mark,Jackson)等大型计划社都在

主要的偶像团体中加入中国成员.战略式地运用中国成员能够克服言语和文化差异,而且在专

辑和公演活动以外,戏剧,电影,广告出演等活动都能够多样化.23
特别,从企划阶段开始考虑中国市场,像在韩国和中国同时进行活动的 EXO 的情况，不但

在韩国和中国发行另外的专辑,在没有时差的两国同时活动也能够同时吸纳韩国和中国的粉

丝.

22：韩国经济 (2014.12.25.) 打开门闩 中 服务市场 K-POP, 明年中国公演以 2 倍的增

长…SM·YG 等企划社收益.

23：成长证券（2014）.“韩流开始的地方是中国”，产业分析

3.2 在日本的 K-POP

3.2.1.日本音乐市场发展和未来

在美国的连接世界音乐资讯市场中，占据第二的日本是现在名副其实的 K-POP 的 大市

场。根据 IFPI，日本的专辑市场规模是压倒性的第 1，集合音源等的整体音乐市场是引以为

豪的第 2 规模。像这样。日本音乐市场 大的特点是专辑市场的高点，各种附加业务市场形

成的一种格式。

日本是和全球市场不同的。比起音源市场，专辑市场是大并且唯一的国家，根据 RIAJ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Japan.日本专辑协会）14 年的标准，在日本音乐市场中，

专辑占的比重是 85.3%，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这在 IFPI（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国际专辑产业协会）的调查中，在全球的整体市场专辑和音源占的比

重是同等于 14 年基准，各为 46%，比较的话是压倒性的数值。

24：东部证券（2015），娱乐产业动向

图 4.绝对性专辑比例的日本音乐市场

虽然是庞大的市场，但是在日本音乐市场也将模拟的专辑环境转化为数码的课程中，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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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持续性的缩减。在专辑被转化为数码的过渡期，将能够代替标准专辑市场的受益规模，数

码音源市场的规模现在还没能够成长，还是市场减小的连续的情况。还有，这种基础以后也

不会得到大的改善，日本音乐市场未来可能会逐渐减少。

资料：PWC，校报证券研究中心

图 5.日本音乐市场的未来 25

25：PWC(2014). 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教宝证券研究中心

3.2.2. K-POP 进军日本市场现况

在日本活动的韩国歌手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桂银淑,金莲子等.但因为韩国歌谣的热

潮很快扩散,那时候日本大部分的乐曲都以演歌为主所以 K-POP 的传入较难.虽然不能取得商

业式成功,但从通过多种方法看到了进入日本市场可能性的的第1代偶像S.E.S.开始,以此为基

础从 2001年开始成功进入日本市场的 BoA就能算得上说是 K-POP真正的成功了.这个比起韩

国更高一阶段,可以说是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也成功了,可以看出运用这些彻底计划和坚固的

策略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在接下来的 2003 年的冬季恋歌,天国的阶梯等爱情电视剧的成功,自然地以 OST 为中心,

也将韩国大众音乐带到日本市场,这比起歌手本来的气质,因为爱情歌曲得到了的日本音乐市

场的爱的特性，第 1 世代的 K-POP 热潮就能够被带起来.

[表 8]K-POP 偶像的日本进军史

BoA 2002 年正规一辑<Listen to my heart> ORICON CHART 1 位(100 万张销量)
2002~2008 连续 6 年获得日本 BEST HIT 歌谣祭 GOLD ARTIST 奖

东方神起 2008 ORICON CHART SINGLE1 位 高记录

2009 LIVE DVD ORICON 影片部部门综合榜 1 位(第一位亚洲出身海外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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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9 6 连 ORICON CHART 1 位

2010 专辑销量 1300 亿元

少女时代 2010初 SINGLE <GENIE>开售首周售出 4万 500张 (海外女懢出道 高销量)
SINGLE <GEE> ORICON 周间 2 位 (海外女团史上 30 年来的 高记录)

KARA 2010 初正规专辑(GIRLS TALK)售出 25 万张

日本唱片协会授予 PLATINUM 奖

ORICON 新人部门专辑‧ DVD销量排名 1位 (180亿元)

DVD综合 Top1 - <KARA BEST CLIP> (海外女艺人史上 大壮举)

出处: ORICON CHART, 国内报道资料再整理

表 8. K-POP 偶像进军日本的历史 26

随此之后,东方神起和 BIGBANG 等的男子组合也稳定地进入了日本市场 2010 年后像少

女时代,KARA的金子团体也能成功地软着陆.虽然韩国模仿 1970年代日本开始存在的偶像系

统来增长,现在反而是日本所属方面去模仿韩国偶像的特征去培育出歌手.特别日本女团的策

略显露了强调倾向 K-POP style 的 concept 或编舞等.
K-POP 在日本的人气大幅增加的视点是 2000 年代以后,到现在喜欢韩国偶像的 concept

和香乐的日本粉丝也在增长.电视台放送和数码卫星放送的音乐节目,综艺等中都会介绍

K-POP,和 K-POP关连的单独节目制作都在大幅增加. 少女时代的公演实况在 NHK新闻里成为

了头条报道(’10.8.25),收费电视 Fuji TV TWO (CS 数码放送)中也制作了多数的 K-POP 节目,这
些都反映了这些气氛和趋势.

26：ORICON CHART 和国内报道资料整理的资料在 2012 年韩国资讯振兴院整理的资料中被引用。

3.2.3 日本音乐市场成功战略

在偶像体制的元祖，比起韩国更先进的日本音乐市场中，韩国爱豆们不仅拥有虔诚的粉

丝，并且粉丝规模会不断扩大，这是很令人受到鼓舞的事。

在韩国艺人很难取得成功的日本市场中 K-POP 能成功软着陆的原因大体有两种。

首先第一个，目前日本的偶像市场情况和韩国型偶像组合系统的特点。目前日本以岚和

EXILE（EXILE 中 EXILE TRIBE 和 EXILE ATSUSHI 等的 solo 项目，像三代目 J Soul Brothers 的小

分队总称）为代表的爱豆牵引着日本音乐市场，占领了各种排行榜。岚用去年演唱会 DVD 和

正规专辑横扫了唱片销售排行榜的 1~3 位，EXILE 的 EXILE TRIBE,EXILE ATSUSHI,三代目 J Soul
Brothers 各种活动共计起来，创下了 77.5 亿日元的唱片销售额(28)。 但是，这些都是出道

十年闯过无数日子的歌坛老将，也是知道日本偶像市场能很好的实现新老交替并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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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岚和 EXILE(29)
在像这般，需要新老交替的日本偶像市场中，我们国家偶像们有充分地攻略这裂缝的秘

诀。

韩国偶像与日本相比，要经过残酷的长时间培训，是拥有扎实基础功的‘完美型偶像’。

接受专业训练出道的韩国偶像不只是舞蹈，歌曲，风格良好，还要接受英语，日语等外语教

育，以完美的样子出道并进军(30)日本，为厌倦了类似概念的爱豆的日本市场带来了新鲜的

冲击。

(28)东部证券（2015），娱乐产业动向。

(29)http://prcm.jp/album/cindy1love/pic/16405204
(30)时事 IN（2010.11.17）

［表 9］K-POP 和 J-POP 偶像的比较

特点 少女时代&KARA AKB48
偶像风格 完美型偶像 成长型偶像（未成年偶像）

主要粉丝层 女性为主 男性为主

视觉形象 COOL（帅气！） CUTE（可爱！）

吸引力 具备唱功、舞蹈、表演等专业

魅力的正流派偶像

我来养大！想要应援的心理，

刺激母心

和粉丝的距离感 神秘主义 可以去见面的偶像

出处：韩国资讯振兴院（2011），日本资讯产业动向 2011 年 9 期

表 9.K-POP 和 J-POP 偶像的比较

实际上，以不凡实力被选中的现在韩国的偶像们，在所有领域都是已经做好准备的成熟

型偶像，不仅仅是歌手，综合作为娱乐人的竞争力也毫不逊色。Super junior 的始源和 EXO
的 D.O.，Bigbang 的 top，CNBLUE 的郑容和和 FT Island 的李弘基，2PM 的尼坤和俊昊，JYJ
的朴有天，帝国之子的任时完和朴炯植等都是正在以演员展开活跃性活动。又有，super junior
的希澈和圭贤，帝国之子的黄光熙是以艺能活动，F(x)的 Luna，SHINEE 的 KEY,EXO的伯贤，

JYJ的金俊秀等都往音乐剧领域扩大发展。

第二个成功战略是，在日本音乐市场的理解上，基础的经纪公司的进军战略。管理在演

艺企划公司的所属艺人的全部活动，和我们国家不一样。因为日本是放送演出，宣传专辑，

不是经纪公司负责销售。为了初期宣传，职业标签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为了新人

的曝光率，和当地职业标签签订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 14 -

为了这个，大型经纪公司优先进行职业标签的合约而进军日本。SM 娱乐公司和日本的

职业标签 AVEX 签订合约以此活动，另一方面，YG娱乐公司和 AVEX 共同成立附加的合作商

标，YGEX。AVEX 是负责两公司的在日本国内经营，音乐宣传等，以此代替在当地预计发生

的售出，并收取一部分收益。31 这样的话，大型经纪公司的机会和职业标签的宣传，波及

到依赖效果的新艺人们，在日本市场更进一步的可以表现出好的结果和效果，这个可能性更

高。

31：东部证券（2015），娱乐产业动向

3.3. K-POP 进军亚洲市场的成功战略

3.3.1. 分析概要

在艺术社会学领域中分析文化现象要因时使用的文化钻石模型，在生产和消费、分配观

点中分析分析研究 K-POP的成功因素。通过下表用‘4个顶点’和‘连接线’可以看出使

K-POP对应传承文化的钻石所突出的 4大成功因素。

图 7. K-POP的成功因素和企业的活用战略 34

34: 徐敏秀(2012), “K-POP 的成功要素和企业的活用战略”

3.3.2. 生产者

进入亚洲的 K-POP 成功的因素是在企划公司有体系地成立规模化的培养艺术家进

程，和通过细致化的计划培养出明星艺术家。

企业化的大型演艺企划公司对于音乐趋势和市场的快速理解，和通过积累的专有技术开

始具备规模化的体系，以此可以大量快速生产一定水平以上的产品，并使之具备这样的力量。

以此培养出不仅有实力还有优秀外貌的产品生产者，这些人主导 K-POP 热风并成为持续产

出的艺术。并且用同样的体系和明星武装，在海外取得成功的经验已经在 1990 年代后半以

后积累了 10年以上，与准备中国、日本等海外市场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在经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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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占据了很高的位置。

K-POP中的艺术家，即，明星是公司所属的资源和产品，并通过有计划的投资对主导

K-POP是具有力量的核心。因此，以 K-POP为重点的企划公司在尽全力挖掘所有新人，从

企划阶段开始，为了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以长期目光来细致的准备各阶段。带着成功的事例，

大 部 分 企 划 公 司 内 部 的 产 品 养 成 程 序 大 体 分 为 Casting, Training, Producing,

Management4个阶段。

图 8. 产品制作的 4 阶段 35

35
三星经济研究所(2012), "K-POP的成功因素和企业的活用战略"

挖掘新人向来通过娱乐公司本身的面试或者星探在街上选定、通过网络公开比赛或者熟

人推荐等各种途径。

近为了 大化宣传效果通过公共电视护着电缆播放的公开面试来选定新人也在活跃

进行，并且从企划阶段开始就有进军全球的念头也正在通过全球面试挖掘海外新人。

这样被挖掘的练习生通过公司系统的训练程序和体系成为新艺术家。在企划公司中发掘

的新人顺应初期的企划意图，在出道之前不停的训练反复的练习以便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教

育程序上不仅有歌曲、舞蹈、演技、外语，还包含素质教育，由专家构成专门小组对练习生

进行严酷的教育和评价以培养成 好的偶像明星。

图 9, 艺人训练的过程

企划公司教育练习生应该减少长时间的大量费用和投资，练习生期间一般需要 5年以

上。练习期间所需的教育及生活的各项费用由企划公司承担。诸如此类，企划公司为了开发

好的 K-POP 明星也就是稀有资源，正在投入大量的时间、努力和费用，并且 近从企划

阶段开始促进进军海外市场，费用也正在是在渐渐增加的趋势。

创作是通过选定和训练过程培养而成的艺术家，这样培养成的艺术家是制作、生产商品

（专辑/音源、MV等）阶段。音源是通过作词、作曲、歌曲、编曲、混合等过程的反复来制

作的，这样做成的音源以数码音源、专辑及 MV的形态来向大众公开。在音乐产业的成功中

占据大量比重的音源应该实现作曲家、作词家、歌手、监制人等的总动员，如此专门人力的

构成和活用需要巨大的资金能力。因为这样的制约条件 近娱乐企业正在以少数的大型企划

公司为中心重整。特别是随着进军 K-POP 海外市场的增加，从创作阶段开始邀请世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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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来 高完成度、挖掘歌曲创意及制作中也积极活用海外人力用来可以产出全球性的结

晶。

并且作为适合这样详细企划的结晶 K-POP带有跨国性的人气。

表 10. 跨国创作企业的事例 (少女时代 ‘说出愿望吧’)36

管理和宣传阶段中通过选定、训练、成型的过程培养成的艺术家为了可以持续的发挥

大力量起到支援作用和 大化创造出艺术家的附加价值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全球营销和

市场来实现的。

如此的创造出附加价值不仅包含 K-POP 艺术家固有的音乐，还包含演技、广告、出版、

卡通、游戏等 One-source multi use战略。 近的娱乐产业中扩充优秀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或

者可以有效率的应用资源，确保具备这样的基础和能力与否是进军海外市场成功的重点。

近的大型企划公司从企划初期就有进军海外市场的想法，通过和当地的公司进行协定

等可以 小化进军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这样的体系在海外的整体概念由国内企

划公司设计，由协定的当地公司考虑当地市场确定当地具体的宣传和流通网，这样的情况是

在 K-POP进军海外市场时常见的战略，也有同一名艺术家一张专辑分各国语言销售来同时

进军多数的国家，MV、时装等在当地市场将特殊化的特定专辑，被广泛应用在当地的电视

剧、电影、CF等中的事例也很多。

36
三星经济研究所 2012), "K-POP的成功要因和企业的活用战略"

3.3.3. 传播方式

首先，从中国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从 2000 年代后半开始因为网络和手机 SNS的发达活

用 YouTube、Facebook、Titter等的 K-POP战略成为进军海外市场的第一流通基础，同时

也是 重要的媒体。

类别 现存韩流 新韩流

韩流地域 亚洲韩流 全球韩流

韩流分类 大众文化韩流 韩国文化韩流

韩流适用层 中老年女性层 中老年女性+男性+10~20 代

青年层

韩流密码 模拟韩流 数字韩流 （IT 与 CT 技术结

合）

表 11. 韩流体系的变化 37

社交媒体的特性是快速扩散实际上的口碑，可以削减韩国歌手进军海外市场所需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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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时间。举个例子，进军日本市场以后， 升到一定的水平，宝儿是 5年、东方神起是 4

年，少女时代发行第一张专辑的同时就在 oricon 排行榜上占据一位。那段时间 K-POP 的

MV不是在网页上公开而是在 Titter上，这便是活用数字媒体的结果，少女时代的音乐和形

象已经在海外被粉丝们熟知就不需要具备为了当地化的新概念了。

37 文孝真(2011), “韩流体系变化和为了未来的课题” 国会研讨会发表资料库, p.11, ,

K-POP和基本的韩流不同，全世界同时多发消费是可能的，因为这样以 SNS和网络媒

体的力量为重要背景起到了作用，特别是以 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这种社交媒体的

流行，即使不去宣传造势也可以实现使 K-POP被广泛熟知的壮举。

通过 SNS 实现‘强制进军海外’的 PSY，为了韩国市场而制作的‘江南 style’ MV

一方面成为了世界性的 YouTube明星，在海外也得到了只是通过 SNS首先邀请他，这样令

人吃惊的结果。由于 SNS 上开始的热风，‘江南 style’在英国歌手排行榜上获得第一名、

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排行榜连续 7周获得第二名，还有德国 MTV欧洲音乐奖 佳 MV奖、第

40 届全美音乐奖获得新媒体奖等记录。‘江南 style’有着到现在为止都保持着 YouTube

多搜索量的新纪录，其意义超过了单纯的数字，可以定义为世界性的文化形式。易学的舞

蹈动作、中毒性旋律和绚丽的 MV等可以使世人喜爱的要素，通过 SNS爆发性的吸引人眼

球。这是 K-POP热潮的延续。

38文化艺术趋势分析及展望(2012), 韩国文化振兴院, p.46

资料:“K-POP YouTube 视频在 235 个国家 23 亿次观看”(2011.1.2)《中央日报》基础再

结成

图 10. 全世界 K-POP YouTube搜索量(2011 年)39

现在主导 K-POP 的国内企划公司也开始正式开始思考全球平台，并成功运营中。主



- 18 -

要企划公司在 YouTube上开设官方频道， 供以 MV 为首的多样演出视频，不仅如此，发

表为了宣传新歌也开设了展柜。40实际 2NE1、big bang、少女时代、super junior、2PM、

wonder girls等国内代表偶像歌手的 MV，比起音源市场都是 前通过 YouTube介绍的，不

仅是他们的音乐还有时装、概念等都可以在全世界的使用者之间引起热议。

少女时代和 KARA等女子组合从进入到日本市场前开始在 YouTube上的搜索数量就已

经超过数百万了，形成了进入日本市场的稳固基础，实际上各国的韩流粉丝们可以在

YouTube上模仿少女时代、2NE1、T-ara等国内女子组合的歌曲和舞蹈了，这也是引起热

议的结果。41随着通过网络的歌曲宣传在唱片市场的普及，这之中也是活用 SNS这样敏捷

的工具 42。

39 K-POP的成功因素和企业的活用战略, 2012,三星经济研究所

40 文化艺术趋势分析及展望, 韩国文化振兴院, p.38, 2012
41 周刊共鸣, <社交媒体的潜力-文化产品的成长, 问问 SNS吧!>, 2010
42 文化艺术趋势分析及展望, 韩国文化振兴院, p.46, 2012

少女时代进入日本市场前，即使在日本公开出道都没另行本地化战略，也在日本内组成

了数万名粉丝，只是进入日本展柜就云集了 2万 2000人，这就是 好的例子。43现在也正

持续关心着未正式进入海外市场的 K-POP艺术家们，在特定国家形成粉丝文化。

另一方面，K-POP 艺术家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社交媒体直接告知海外粉丝们自己的消息

和近况并扩大和粉丝的情感交流。通过 Facebook、Twitter、微博等艺术家可以亲自写自己

的话，并且可以快速的和网民共享这些话。报道或者企划公司的报道材料之类的可以不经过

中间媒体明星们直接和粉丝们沟通，这种事例在 K-POP 市场上是很常见的，如果说因特网

是一个地点，那么就是现在开启无论是谁在何地都可以和韩流明星对话、成为朋友的时代。

44

现在在 Twitter等上显示粉丝 多的艺人大部分是偶像明星，通过 Twitter实时传达自己

的近况等多样的消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和全世界的粉丝近距离沟通。即使进

军 K-POP 的开始是因为偶像明星，但也是与之有关的。在国内，super junior 的崔始源作

为韩国艺人，Twitter 关注量 先突破 100 万人，特别是在 2011 年一年美国 IT 专业媒体

marshable 在‘2011 TopTrending Topics'音乐艺术部门上发表 super junior 是在 Twitter上

能凝聚话题的关键词，在 Justin Bieber、lady gaga、强纳斯兄弟后，位居第 4名，是唯一

的亚洲艺术家。45

因为传达方式这样变化企划公司通过社交媒体实施实时的消费者监督制度，设立专门观察

粉丝们反应的职员，来把握本公司歌手的人气和舆论，在专辑发售前先公开 MV的预告视频

以便产生热门话题。并且对于新进军的艺术家及时事前不投入高费用，也可以达成通过 SNS

形成当地反应、粉丝的效果，通过这个稳定的策划 K-POP 进军海外和在海外站稳的同时也

可以诱导粉丝们的关注。

43 <K-POP入侵④韩流, 展开数字翅膀>, 中央日报, 2011.01.21.
44 文化艺术趋势分析及展望, 韩国文化振兴院, p.49, 2012
45 文化艺术趋势分析及展望, 韩国文化振兴院, p.4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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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内容

即使有再好的企划和准备， 终使特定 POP领域在海外成功的是内容。K-POP艺术家

和前面 及的情况一样，作为‘完美型偶像’以坚实的唱功、编舞和可视性相结合的竞争力

作为基础，不断的变身，来迷倒全世界的消费者。

图 11. K-POP 内容的竞争力

具体有融合符合西欧 pop风格和东方情感的简易旋律，可以获得超出国际级人气的普

遍的大众的事例。实际上从 2005年以后开始像 wonder girls的‘nobody’、T-ara的‘Bo

Peep Bo Peep’这样有着感性的节奏和简易的旋律的 hook 颂，通过战略性选曲获得了很

多人气。

不仅是音乐，K-POP艺术家们边准备每张专辑和音乐，边苦恼可以通过自己的概念创造出

吸引大众的作品。为了不让大众腻烦达到普遍认知，每次都在尝试新变化，不断变化的感性

时装和演出风格， 近少女时代的踢毽子舞、KARA的臀舞等井井有条的群舞和亮点舞蹈也

插入了华丽的看点。

这是被评价为主流音乐市场的美国 POP 和日本的 K-POP 被过度明确区分的要素。排

除 POP 的主流 R&B 在 hipop题材中性感的、暴力的要素，以清新的样子刻画出被差别化

的纯真和热情的信息，这种 K-POP和美国 POP相对应的新型 K-POP吸引了西欧。

并且和日本的 J-POP一样重视音乐的艺术家和重视形象的偶像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但是韩

国型的偶像与日本强调可爱形象的 J-POP偶像相对应，舞蹈和唱歌的实力也很出色。用一

个例子说明，进军日本的宝儿可以席卷日本热度的原因中， 大的要素就是韩国年轻漂亮的

少女具备强烈的舞蹈能力和令人吃惊的现场实力。

这样，中毒性的 hook颂、多样的旋律、爱和友情的歌词、易学且帅气的群舞、偶像的

外貌，以别样的魅力走近世界的粉丝。实际上海外粉丝选出的 K-POP歌手们魅力排名是，

第 1名是歌曲，第 2名是舞蹈，第 3名是时装、外貌和外形面貌 46，这可以评价为 K-POP

与 POP和 J-POP相对应的另一竞争力。

3.3.5. 消费者

全世界的 K-POP主消费层分布在多使用社交媒体和 IT工具的年轻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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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通过 KBS WORLD的 YouTube的主页所做的问卷调查共 78个国家, 12000名粉丝参与，得出第 1名是

歌曲,第 2名是舞蹈,第 3名是外形的结果.

通过 Youtube 观看 K-POP 的全世界消费者人口特点

注：在 Youtube 对于该歌手的 新 MV 的年龄段分析

表 12. 通过 Youtube 观看 K-POP 的全世界消费者人口特点(47)

K-POP 的主要消费者分布在 10-20岁的年轻女性阶层，这样的年轻人阶层比起购买专

辑，主要喜欢用网络和手机等工具、利用与 K-POP相关的服务。他们是积极享受文化，并

自由的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动性消费者。48不止于单纯的听和收录 K-POP，可以自行享受创

造出以 K-POP为素材的娱乐文化，‘K-POP cover dance’视频的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即使没有另外的宣传进军当地的艺术家也可以在欧洲和南美的一部分地区自然结合出网络

fan club，这样的事例也可以作为一个实例。

(47)K-POP 的成功因素和企业的应用战略，2012，三星经济研究所

3.4 在美国和欧洲的 K-POP

3.4.1.进军美国的 K-POP 事例

在 POP 的根据地美国，可以看出是 K-POP 开始进军的阶段。虽然不能跟亚洲地区一样

被称之为"韩流"，但是关于以电影，音乐，游戏等为中心的韩国资讯的知名度在逐渐上升，

是在这中间经常接触到的以 K-POP 为中心的发烧友层形成的阶段。

K-POP 在这期间为了进入世界 大资讯市场美国作出了很多尝试。为了在美国活动少女

时代，KARA，RAIN，Wonder Girls，宝儿，2NE1，BIG BANG 等在美国市场有过正式进军的历

史。

Wonder Girls 的以<no body>占据 2009 年 billboard单曲排行榜‘热门 100’的第 76 位。

年龄 少时 SJ BigBang SHINee 2NE1 JYJ CNBlu
e

2PM K-ARA Beast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3~17
岁

◎ ◎ ◎ ◎ ◎ ◎ ◎ ◎ ◎ ◎ ◎ ◎ ◎

18~24
岁

◎ ◎ ◎ ◎ ◎ ◎ ◎ ◎ ◎ ◎

25~34
岁

◎ ◎ ◎

35~44
岁

◎

45~54
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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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Epik High 的 6 辑<【e】>是第一个东方人进入美国 Hip-Hop/Rap 一览表 top100。
2010 年 9 月，通过美国 L.A.骑马中心‘SMTOWN LIVE’公演，为 K-POP 进军美国公演建立了

扎实的跳板。

图 12.以怀旧主题的音乐和服装基础进军美国的 Wonder Girls 49
在过去的 8 月的美国 billboard排行榜中新设了 K-POP 一览表如实地表明了 K-POP 的威

力。Billboard 网发表说“通过蓝色海洋看到了 K-POP 扶摇直上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既日本之后

第二次建立了"billboardK-POP 榜"”。这是 POP 的起源地美国对我们国家大众音乐的高水准

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有力认证。50
但是，除了这种可见的成果外，2010 年以前的 K-POP 进军美国是失败的。就像 2008 年

在韩国得到的特别人气位基础，进军美国市场的 wonder girls 的情况，在东方搬来复古概念

的少女们，成功在美国当地得到关心，事实在经济效益上是失败的结果。JYP 投资约 45 亿，

2006 年在美国成立的‘JYP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ion’是完全资金融入，成立美国法人只

1 年后就进行清算了，缴纳损失约 17 亿。51 以后尽管 K-POP 艺人一直想要进军美国市场，

但是，但都不是像 wonder girls 一样积极的并且伴随大规模的投资的，对于 SNS 等网络/手机

媒体的市场分析的水准。

在这样被认为坚不可摧的美国市场中，2012 年下半年 K-POP 界发生了 大的异变，那

就是歌手 PSY 走出韩国引发了世界性的江南 style 热潮。2012 年 7 月 15 日第一次在 YouTube
上，上传的江南 style 的 MV 的公开，仅仅 18 天，也就是在 8 月 2 日点击数超过 1000 万，

一周后 8 月 9 日的点击数突破 2000 万。仅仅公开 40 天，也就是 8 月 24 日的再次点击数超

过 5000 万，9 月 2 日超过 8760 万。到此，超过了少女时代的【Gee】MV 在国内歌手中保

持的 高记录 8380 万。52 江南 style 在两天后的 9 月 4 日终于突破韩国歌手的 初点击数 1
亿，14 天后的 9 月 18 日达到 2 亿，再 10 天后的 9 月 28 日超过 3 亿。53 仅仅公开 76 天里，

突破 3 亿的点击数是到现在为止 短时间的世界性记录。之后江南 style 追赶余势在 10 月

20 日达到 5 亿点击数，11 月 12 日超过 7 亿的点击数，之后 11 月 24 日有了 8 亿 369 万的

点击数的记录。压倒了贾斯丁比伯的【baby】（8 亿 365 万）并且创造了 YouTube 历代点击

数的 1 位。54 以世界性的 POP star 布兰妮.斯皮尔斯为首的姬蒂佩芮，罗比威廉姆斯，妮莉

费塔朵等海外有名的歌手们表露出对江南 style 和‘马舞’竞争的高度关心，在这过程中 PSY
受邀参加 9 月美国 LA 斯台普斯中心召开的 2012MTV MV，并且在 NBC 放送局的人气节目<
艾伦狄珍妮 show>和<今日 show>，<周六夜现场（SNL）>等连续出演，得到很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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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在美国和欧洲 PSY“江南 STYLE”的成功 55
以后正式和美国当地的经纪公司合作，开始进军美国的 PSY，接着那首‘江南 style’还

有‘gentleman’‘hangover’等歌曲成功发表，和 Snoop Dogg等当地有名的艺术家一起工

作，持续地在美国市场进行活动。

但是，在连 PSY 本人都没预计到的机会下进军美国的‘江南 style’之后，依然没有 K-POP
进军美国市场成功的事例。 近有消息称和 PSY 一样的 YG 娱乐公司的艺人 2NE1 和经纪人

斯科特携手合作，制定了进军美国市场的计划:56
现在与新闻和各媒体给予 K-POP 艺人热烈报道，以及不夸张的肯定的评价不同，实际上，

在美国 K-POP 的地位是，不仅仅知名度很低，也比不上周边 POP 音乐。也有评论说重要消

费主体也是以 10~20 代为主的亚裔美国人。以及也有在 K-POP 的真正含义里，比起包含韩国

的整体性的文化，在快速产业化的过程中接受并应用西方文化更加相近所以暂时能吸引住西

方人的视线这样的评价。57

49：http://jamja.tistory.com/3718
50：韩国观光旅游发展局(2011), K-POP “要引领第二次韩流吗?”, Exciting Korea 杂志

51：business watch（2013）,JYP,纽约总公司以 390 万美金售出

52: sport 朝鲜,2012.10.18
53：PSY 江南 style,billboard 主榜第二,（京乡新闻：2012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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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PSY<江南 style>,YouTube点击数上升至 1 位,（朝鲜日报：2012 年 11 月 26 日）

55：http://www.youtube.com/
56：朝鲜日报(2014), CL, 与 PSY 美国经纪人携手进军美国

57：吴世静(2012), “喜欢 K-POP 的重要因素: 以美洲地区的 K-POP 消费者为对象” 主观性研

究

3.4.2. K-POP 进军美国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现在的歌手们为了能够成功进军美国市场,会将歌词改成英文,而且会改变演出和服装等,
并进行大力的宣传.像成为在东南亚成功的基础一样,在美国的活动都是在周全的计划和进军

计划下运行,像 WONDER GIRLS,RAIN, 少女时代, SE7EN 的歌手们都是成功的事例.
但是当时制作 PSY 的’江南 STYLE’这首歌曲时并没有要进军海外市场的念头.这个只考虑

韩国市场的音乐却在偶然的机会中在全球卷起了惊人的热风,然后所谓马舞演变成江南 style
的马舞也从歌曲的热潮中得益而人气急升.虽然 PSY 主要的成功明显是外国市场成为了主要

目标,而且可以看到他和现在未能成功的方式和方法的差异.
对于K-POP艺人能够在海引受欢迎,不能成功的原因能够在’文化折扣’中找到分析的结果.

文化折扣利用为了评价文化圈之间大众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的数据,文化折扣愈低的国家的意

思就是其文化商品容易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PSY带有普遍性,谁都有趣味和游戏,然后通过’’江南 style’这首歌的MV吸引了性感主义.

这个是超越各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本质.如海外都能习惯了这小部份的靠近就能有趣吸引

他们.(东亚传理艺术大学娱乐经营学科 Sim Heechul 学科长访问)’58
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打击,在得不到大方向的局面时,PSY 的亚洲式和短处得到了认证.可

以看出这部分露出亚洲个性的新鲜感,成为能够吸美国的契机.
可以看出,比起当时进军美国的韩国艺人直接引入亚洲式的自然文化,意识到这个缺点去

建立普遍性同时,亦被美国当地的文化所掩盖,不能得到比 PSY 更大的成功.
相反,那时间 K-POP 艺人准备了当地和类似的音乐和内容,选择了实际策略中 韩国式的

方式.比起攻击当地的主流音乐,运用了依靠当地的亚洲圈里的华侨和已经在等待的认证粉丝

的战略.而且展示与当地著名艺人的人脉,能够很快地得到宣传的表面效果.PSY 和现存歌手的

很大的差异还有语言的问题,就是 K-POP 艺人很难自然地运用为了进军美国的英文,所以出现

了因为当地文化了解不足而在当地访问和粉丝见面会等中展现了紧张的样子,这些事例有很

多很多.当然在这些事例中期待 K-POP 成功进军便很难了.
PSY 的成功的由很多秘缺组成.有有趣和开心的音乐和舞,加上 youtube 这个新媒体的帮

助等.能达到在美国制造了’Dress classy ,dance cheesy’’这样的流行语的英语实力的话就必定

能好好赚上一笔了.但忽略了 重要的一点.那个和 PSY 以前的’韩流歌手’不一样,重点是开拓

艺人以前自己的音乐的音乐人.那不是计划者想要的音乐而是做自己想做的的音乐.59

58 ：OH MYSTAR(2014), PSY 成功了，为什么 wonder grils失败呢？

59 ：朝鲜日报(2012),在 rain 和 wonder grils 失败的的美国，PSY 成功的缘由

3.4.3 进军欧洲的 K-POP 事例

在欧洲的 K-POP，没有宣传活动但以 Youtube 等的社交媒体传播是一大特点。法国国营

电视台 Frence2TV（2011.1.3）的<面向世界的目光 8>节目中，介绍了韩流热潮和韩国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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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偶像明星们在亚洲音乐市场占据的位置，2011 年 1 月，东方神起的新歌<WHY（Keep your

head down）> 在一家全世界唱片销量统计的德国网站‘media traffic’的 united world

位居第 4 位。(60)

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巴黎是 K-POP 粉丝聚集 多的地方。巴黎是欧洲中心，不仅是交通方

便紧凑，也是能吸引无数移动人口的旅游大都市。因而，引颈期盼着 K-POP live 公演的十

个国家的欧洲粉丝们听闻巴黎有 K-POP 演出便向着巴黎聚集起来。所以，为了守护在欧洲国

家中 K-POP 的位置，有必要把法国巴黎作为中心地域。

实际上，2011 年 6 月，法国巴黎演出现场‘Le Zenith de Paris’出现了惊人的盛况。

欧洲的年轻人们用韩语狂热地跟着唱我们国家歌手的歌曲，东方神起，SuperJunior，少女

时代等演出的‘SMTOWN 巴黎演唱会’的门票预售仅 15 分钟便售罄。没有买到门票的法国热

血粉丝们甚至在卢浮宫前作延长演出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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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在法国要求延长演出的 K-POP 粉丝(61)

法国的著名月刊<Le Monde>（《世界报》）拿出文化版面的一半，以“韩流，被欧洲所

接受”为题目 写了 K-POP 攻占了欧洲这一现象。虽然<Le Monde> 没有 K-POP 的广告，但

多亏了 FaceBook 和 Youtube，欣赏遥远国度的音乐并陷入其中的粉丝不断增长。费加罗报

和 SHINee 的公演场面一起报道的以‘韩流，猛烈冲击巴黎 zenith 演出现场’为题的文章中，

也同样报道了 K-POP 在亚洲的前史以及进军欧洲的现象(62)。

图 15.介绍了 K-POP 热潮的法国日报(63)

然而，韩国的大众传媒和演艺公司虽然对全世界掀起了韩国大众文化热潮这一现象加以

宣传，但是实际上，在法国的广播或有线音乐节目中，一次都没有介绍韩国艺人的音乐，市

内主要音像店中 也完全没有购入 K-POP 专辑(64)。因此，近来 K-POP 热潮也面临着受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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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质疑这一现实情况。

(60)韩国文化振兴院（2011），主导 K-POP 的新韩流：现状与课题

(61)www.soompi.com

(62) 孙胜慧(音译)（2011）《韩流和 K-POP 粉丝形成过程及意义：Korean Connection 的

活动事例为中心》.韩流 2.0 时代的诊断和分析学术大会.

(63)首尔新闻（2011）法国年轻人们喜爱的“K-POP 组合”巴黎公演

(64) 孙胜慧(音译)（2011）《韩流和 K-POP 粉丝形成过程及意义：Korean Connection 的

活动事例为中心》.韩流 2.0 时代的诊断和分析学术大会.

3.4.4.K-POP 进军欧洲的成功和失败重要原因

在还没正式进军欧洲市场的现在谈论成功和失败还为时过早。因而在期盼 K-POP 的法国

沿用相反的视角。

在 2010 年以前的法国，通过唯一感兴趣的韩国电视剧，法国传媒认为韩国是遥远而神

秘东方的国家。但是，随着大众对于正规的 K-POP 的关心的上升，法国传媒们对与 K-POP
的异常的热潮出现了消极的声音。集中报道了商业性和灭绝人性的训练方式，年幼艺人的整

容和过分的训练，过分的经纪人等，花花绿绿所以可笑的 K-POP 明星们，关于个人整体性和

组合整体性看不到的差不多的组合们和这些的‘可爱’编码的异质性在这期间法国的主流阶

层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出来。65
但是近来，法国主流传媒业开始注意，在欧洲迅速变强大的 K-POP 的人气，对于明确地

崛起中的现象也 大限度地保持了中立和处理。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法国 K-POP 兴起和对艺人的狂热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相对来说，针对青少年的媒体产物在不足的环境中，K-POP 供大规模的统计资

讯.66 K-POP 艺人们正如前面所说的，以不断地变化和挑战为基础，经常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实际上，法国的粉丝们的 K-POP 在这期间听到的不仅仅是和法国的 POP，摇滚，HIP-POP 不

一样，比较而言，这些是熟悉的美国和英国的英文圈的大众音乐，和一段时间带来关注的

J-POP 也不一样，被称为一个新的音乐，所以也开始给与了关注。尤其是，跳群舞的男子组

合，女子组合这种形式的艺人们是在欧洲看不到的。67
不仅仅是音乐，电影，电视剧，广告等多样的商业，在这世界中，K-POP 艺人充分发挥

广泛的魅力。再加上对于对异性的关注的开放，高昂的青少年们的欧洲粉丝来说，东方的脸

和装扮充满着异国的魅力。这样的不断快速变化着的 K-POP 文化引起中毒性，关注这方面的

欧洲 10 代青少年也不断增加。

K-POP 的第二个魅力是文化上的特点。包含容易跟着跳的群舞和容易跟着唱的副歌部分

的歌曲的K-POP的特性，再加上K-POP在欧洲人眼中有着纯洁的文化形象和粉丝文化认知度。

在这之前，观察的日本，美国的 K-POP 的人气原因相似的地方是，与有着酒，毒品，自由并

且壮观的丑闻的脍炙人口的西欧组合们相比，一丝不苟的管理私生活的 K-POP 的艺人们展现

了十分纯碎并且阳光的形象。K-POP 歌词中没有暴力和咒骂，歌词的内容或者编舞构成的比

较明亮并且轻快，年龄也不受限制，有着大家能一起享受的优点。

后一点，K-POP 明星们和粉丝拥有紧密的关系，正在发展亲切的粉丝服务文化。粉丝

表达这对喜欢的偶像的喜爱的同时，偶像又会开通推特和 Facebook 进行持续的交流，为了

fan meeting 在亚洲进行巡演。粉丝和明星的火热的关系在欧洲的粉丝文化中很难能见到，

欧洲的粉丝们正感受这种文化本身的魅力。

http://www.soompi.com


- 27 -

65 洪锡京(2012),“演唱会中狂热的 10代 下载韩剧观看的 30代把法国当做中心来看的欧洲

韩流”, 2012.06 新闻和放送

66 洪锡京(2012),“演唱会中狂热的 10 代 下载韩剧观看的 30 代把法国当做中心来看的欧洲

韩流”, 2012.06 新闻和放送

67 孙胜慧 (2011). ≪韩流和 K-POP 粉丝文化形成过程和其中意义:以 Korean Connection
의的活动事例为中心≫. 韩流 2.0 时代的评估和分析学术大会

IV.研究结果

4.1 在美国,欧洲市场里 K-POP 的临界点

4.1.1.趋向单一化的音乐

在欧洲,K-POP现在成为了一部分极少数 10代喜爱的少数文化.尽管 K-POP这个用语是韩

国大众音乐的统称.在他们的认识中当出现 K-POP 这个用语时就会令他们联想起经过很好训

练而且年纪小的偶像和群舞.
实际上 SUPER JUNIOR,少女时代,KARA,WONDER GIRLS,东方神起,BIGBANG 等偶像组合能

够在欧洲引领 K-POP 的共通点都是不仅仅是偶像组合更是舞蹈音乐组合.除了舞曲组合偶像

意外的歌手们无法主观能动地引导 K-POP 是现在很现实的情况，他们的歌曲几乎无法传播到

海外。换句话说对于第一次接触 K-POP 或者对 K-POP 不了解的人来说，K-POP 就是韩国偶像

们唱的舞曲。

尽管这样在 K-POP 里还有一个 大的问题是不得不限制偶像的舞蹈种类.在喜欢偶像的

国内音乐市场的特征上,是因为持续培训一个以舞蹈音乐为主的偶像与计划社的收益有着直

接的关系.在这样的气氛下为了追求 K-POP 的多样性便开拓多种种类,便培育出和那适合培养

成歌手的偶像,而且因为比起制作舞蹈音乐算是放低了很大的危险负担.从同样地去培养多样

种类的歌手去重新开拓海外市场需要更长时间,到承受那样的风险,在现实中能够开拓其他种

类的计划社的存在会比较吃力.

4.1.2.K-POP 的特色不足

进军海外的 K-POP 艺人和 K-POP 音乐不能说代表着韩国音乐，以及不知道在那之中究竟

有没有 K-pop 独有的特色。换成英语的歌词，西洋流行音乐的旋律，和表演的音乐等大部分

韩国的独特文化毫无关系。在韩国，大众歌谣流行音乐的特性渐渐划一，但只 K-POP 具有的

特性是不太可能吸引外国人的。

快速、中毒性的西方音乐节奏，和付出努力顺应全球化发展的 K-pop 的暂时的生存战

略在长期的全球市场中并不能担保 K-POP 的增长。

在韩国，用 B级文化定位市场的 PSY 成为世界明星的因素是个性和热情。虽然和当红艺

人典型的外貌和风格有相当的距离，PSY 凭借着自己的长处成为了世界明星。PSY 在一个脱

口秀节目中针对亚洲歌手们，表示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像美国人一样”，并说要努力让

自己充满自信，展现出属于韩国人的样子(69)。

继续输出像现在这样类似形态的 K-POP 的话，会出现外国媒体指责‘印制产品’这样难

以辩解的情况。为了在 K-POP 这部分边缘卷起又逝去的热潮不成为停下的‘茶杯中的台风’，

为了插入主流市场，要挖掘 K-POP 固有的文化特色。用长远的目光看，如果以不能表露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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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这样的面貌继续下去的话，不久 K-POP 就会以从远方国家来的音乐这一样貌，沦为单

纯地覆盖常见类似的不同的西欧音乐的音乐。

(69)江南 style 重写了韩流全球化战略风格的方程（KT 经济经营研究所，宋敏晶，

2012/9/12）

4.1.3.浓郁的商业性和系统性的商务模式的不足

现在的 K-POP 在亚洲市场中，虽然确实拥有产品明和高收益，但在此外的市场没有成功

的理由不仅是上述两个，商业模式也体现出了一份功劳。

K-POP 的主要收益创造手段， 可以看出从通过海外流通企业销售唱片和音源是 好的

方法。海外演出和演唱会果然还是较高的受益方法。但是，现在还处于劣势的知名度，使得

海外流通企业通过销售唱片和音源的方法并没有实现，由于十分重视表演的个人专辑为主的

K-POP 的特性，因此音源及唱片销量这一块非常薄弱。海外公演和演唱会由于距离上的制约

和宣传开支在日本以外的地区收益率依然非常低。

相似地，通过触发 Youtube 和源于互联网的 SNS 的效果转化为收入的商业模式也较为

不足，其效果也未能创造收益。通过韩流，大型企业公司获得巨大收益，许多人们集中在‘韩

流赚了多少钱’，而非相应国家有针对性的系统商业模式。

实际上，通过 SNS，K-POP 得以在欧美获得人气，集中零星的收益，也开始出现了很多

企划活动的事例，因此也引发了 K-POP 的热情遭泼冷水的结果。2012 年 7 月 6日 在美国 LA，

Home depot center，原计划的‘2012SBS K-POP Festival in LA’中 infinite，少女时代，

SHINee，K-ARA，2PM，4 minute，Beast，Sistar，Secret 等华丽的出演阵容成为热门话题，

单方面保留公演也给粉丝们造成了遗憾。

在不是所属社主办的单独演出而是电视台主办的情况下，众多顶级人气歌手一次性涉

外，不足的策划力使这些演出往往只 高了期望值，而演出保留的情况经常发生。(70)同样，

KBS‘音乐银行’ 主办的巴黎公演 K-POP 没有考虑到学生，经常会有高价票卖出的现象，

从而出现了不得已取消第二天的公演这样丢脸的事态。

目前，一些国家消费 K-POP 的主要阶层大部分是 10~20 岁为主的学生。在欧美，目前不

考虑情况和情绪，以商业的观点来看的话，要保持 K-POP 的人气还是有些困难的。

(70)International BNT news(2012),少女时代·SHINee 出演的美 K-POP Fesitival 突然

延期…为什么？

4.2 从进军中国,日本成功的事例中得到的启示

4.2.1. 社交媒体的积极运用

因为 SNS 的出现,打开了大家无时无刻都能实时看到彼此消息的道路,无论去到哪儿都能

轻易看到大家在刷脸书和推特的样子.同样地搜寻量世界排名第二的搜索引擎 YOUTUBE果然

透过 供免费的视频服务而大大增加了影响力.能够进军广阔无边的中国和日本市场的契机

是有着和 YOUTUBE 一样的影片 SNS.只要 MV 和舞台视频一上传到 YOUTUBE 里,它们便很快

能够透过 SNS 传播出去,而且在短期内,不但是很多的 K-POP 音乐,关于艺人,外表,衣着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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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也能被传达.在新人艺人未正式进军的时候,通过 K-POP SHOW节目等,在中国和日本的知

名度也会自然增加,形成若干程度的粉丝数目后,便可以利用安全和成功地进军该国家的策略

去着陆于其他海外市场.
不但是在亚洲而且能散布到全世界,能够同时让外国人接触到 K-POP 的原因都是因为

SNS,随后在中国和日本市场中活用 SNS 的方法也能够在其他国家里扩散. 特别是和空间受

限制的过去对比起来天 SNS 已经变成更加有力和有效率的工具.
1990年和 2000年代初进军了美国和欧洲市场的 K-POP有关人士展开了高成本低效率的

宣传策略.但是现大众消息在现今世代日新月异的 SNS已经能够很快的流通,在那同时积极运

用 SNS 便能向世界介绍 K-POP.
同时在 SNS和 YOUTUBE免费公开发放影片的方面中,像新人歌手一样进军的艺人都能够

没有负担地把握市场,而且宣传效率对比费用相近的方法更高.这和有多种开支问题的歌手而

得到较少宣传的 K-POP 市场中都能够通过 SNS,偶像以外的歌手们也能得知世界市场从而去

贡献 K-POP 的多样性.

4.2.2.音乐性和演出

偶像舞蹈音乐占据了 K-POP 主流。长期以来在严谨周全的环境下接受着训练和教育的完

美型偶像现在引领着 K-POP 成为了核心。

现在中日两国大众期待着的 K-POP 的部分，比起音乐性，不如说是拥有偶像的概念和表

演。由于在 K-POP 中，相比强调音乐性的艺人，万能的娱乐人更为大众所期待，因此，万能

娱乐人的力量加上一定水准以上的音乐，韩国的 K-POP 明星将会在中日两国获得更高的人

气。

然而， 在中日的音乐市场中， 有区别的艺人和偶像被明确地区分开。相反，在欧美的

音乐市场中，音乐性是必不可少的，拥有无与伦比表演的艺人也能生存下来。

在中日两国的成功事例中能看到的另一个启示，现在的欧美音乐市场中，我们忽视了重

要的因素。在每天数百数千个音乐流入的西欧主流音乐市场中， 终大众关注的，不仅仅是

K-POP 特有的表演，而是成为其基础的音乐性。虽然用时尚，概念等取得了暂时的话题，但

是 终以这样的面貌进入巨大的欧美音乐主流市场中是保证不了的。

对于音乐市场的消费者们所认识的音乐热潮的特性实施了相对重要度-满足度分析

（ISA），根据先行核实市场的国家相异性的研究，对在中国对于 K-POP 音乐独创性的相对

满意度，在日本对于编舞的相对满意度，在西方对于唱功的相对满意度都具有非常有意义的

影响(71)。

<表 9 多重回归分析 & ISA 比较>

多重回归分析 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SA) 多重回归分析

&ISA 比较（集中）有意义的满意度 Ⅰ象限

(维持)

Ⅱ象限

(集中)

Ⅲ象限

(排名)

Ⅳ象限

(剩余)

中国 (3)独创性的

相对满意度

(4)外貌/视

觉/风格

(2)唱功 (3)独创性 (1) 编舞

日本 (1) 编舞的

相对满意度

(4)外貌/视

觉/风格

(3)独创性

(2)唱功

(1) 编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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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2)唱功的

相对满意度

(2)唱功

(3)独创性

(4)外貌/视

觉/风格

(1) 编舞 (2)唱功

表 13.通过多重回归分析 & ISA 比较 K-POP 的国家重要度-满足度(72)

这样以不同国家的重要度为基础，为了 K-POP 能进军美国，欧洲等西方地区，唱功即音

乐性为理所当然的根基，将满意度作为 基本的要素也是可以理解的。

(71)一个人（2012），“应用 ISA 的 K-POP 的国家重要度-满足度比较”，研究生优秀论文

集

4.2.3.当地文化的理解和彻底的准备

欧美的音乐市场不愧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是 K-POP 相关者关心并且期待的潜在力市场。

然而，虽然目前韩流有一定人气， 国内媒体却贸然地以“K-POP 横扫了欧洲”“占领”“欧

洲为 K-POP 所疯狂”这样的字眼报道着，主观上贸然地一般化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是非

常不恰当的行为。实际上，这种出于好奇心而对新事物的关心终将是要消失的，要注意的是

一心推举男子组合或者女子组合反而使文化商品化，以此造成了韩国负面形象以及批判。

可以理解为亚洲的情感，为了进军中国，日本，国内 K-POP 相关人士 倾注了努力。目

前系统的进军战略和通过企划阶段的本土化成员，K-POP 成功地正式进军了日本，而为了能

进军欧美，战略也不无关系。特别是看在亚洲和欧美之间的差异，更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准备。

进入欧美的话，有不可能实现基本思想沟通的情况而进军的这一议论，制定目前的进军战略，

以韩国性商业来说，轻视情绪和文化的话， K-POP 要取得长期性的人气和进军是艰难的。

4.3 为进军美国,欧洲 出的建议

4.3.1. 树立 K-POP 内容的个性

‘ 韩国式的世界式的事’这样的话放在像流行或建筑的类型的K-POP里都当然适合.不但

是中国和日本,美国和欧洲关于 K-POP 人气的秘缺要算上’新鲜感’,’新颖’.在韩国的现存市场里

摆脱了一般暴露和腻厌的文化,现在是希望有意思和好奇心一种不同的新文化.这话是要了解

和双刃剑的相同之处,HOOK SONG和时髦概念都要有很强的中毒性,要通过 SNS去表现 K-POP
强的特性面貌,在现在主流文化中接触陌生的K-POP文化时,就能够轻易找到它的魅力.但是在

这样新的刺激中,美国,欧洲变得为人熟悉的时候K-POP便变得腻厌,便会再一次对于带有类似

STYLE 的韩国 K-POP 艺人便会失去了关心.
大部分进军海外的韩国歌手们都会强调翻译成外语的歌词和韩国 style的旋律,不但不能

有特色地表露出 K-POP 的特性,而且会在潮流和 concept 等中看到和其他国家很相似的地方.
在美国和欧洲中面对着成功的 PSY 的境况中,实际上为了宣扬 K-POP 本人要抛开为人熟

悉的韩国式感情,不能有着给人一定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姿态的样子.
PSY 给亚洲的歌手们了一记当头棒喝 .YOUTUBE 的点击率超过了 8 亿 ,也超越了明星

JUSTIN BIEBER 历代 大点击率的新记录.PSY 在美国市场中对于进军的歌手们说了一些类似

很可惜的忠言.PSY 在出演 QTV 12 月 1 日下年 9 时 30 分播出的访问节目’Talk Asia’中说了”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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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知道很多东方歌手的原因但很多人的行为也很像美国人”的话.然后”我不是美国人因为

是这样所以我的行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断然的 PSY”我希望可以维持我的身分和职业,国籍”
理直气壮的坦言.这个一起公开了 PSY 的本身的性格和进军全世界一脉相通的攻略.”坐飞机

到当地进行行程时尝试过介绍的策略”的 PSY”有了关于要展现怎样的样子的想法”回想起当

时 .然后”经过一番挣扎后还是坚守基本原则 .像韩国人那样吧”,”在美国的人气脱口秀节

目’ELLEN SHOW’里跳舞前先自我介绍都是因为那个理由”坦言.(后略)
PSY 和现存歌手的差异在于直接展现韩国人那样的样子,在 自然的韩国式的思考基本

中去努力理解海外的情调和文化.
其实意思就是要去表现像这样 K-POP 中的韩国式要素和表现着个性的韩国固有的传统

文化.反而摆脱那样的回有思想,决,活泼,纯真等,现在便需要在美国,欧洲熟练地表现出升华韩

国价值的要素,也是能够维持 K-POP 人气的原因.

4.3.2.树立系统的当地话战略

K-POP 内容要体现出韩国 K-POP 的个性，有了这样的战略，也有必要成立进军各个国家

的系统本地化战略。同时，相比短期规模的扩大，更为需要的是长期地在相关国家的大众需

求中出于真心的文化交流。

不顾部分狂热者出于有限文化对 K-POP 的种种批判，SMTOWN 巴黎演唱会的成功，在卢

浮宫的快闪活动让人印象深刻。 为了维持这样的法国，欧洲甚至全球的韩流粉丝的社会意

义，有必要对通过目前粉丝们自发性的参与而成的多种项目的推进和机会进行分析。另外，

站在韩国娱乐企业的角度，需要建立系统而又长期的海外进军战略。由于乱立短期的遵循利

益的团体，目前欧美的 K-POP 正在受到威胁。

并不是人为的以政府政策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收益为目的，而是以对方的需要而实现的满

足相关国家的大众需求的中心文化，以此为基础，可以实现持续的文化商品交流。因而也需

要政府层面上的间接支援。给予像‘情感侵略’一样感觉的过度的效果宣传，实际上能给予

进军欧美的 K-POP 以帮助。例如，随时顺利地正确掌握各国文化市场现状，确保著作免受

中国盗版的侵害或者缓解外国的影像放映配额限制，倾注目前解决各种限制和问题的外交努

力。

后，目前欧洲接受者构筑的韩国大众文化和 K-POP 粉丝的社会，如意理解文化意义，

制定全面发展战略是首要前 。

Ⅴ.结论

5.1.结论概述

从产生韩流这个定义，让世界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这件事不知不觉已经过了 10
年。 初通过电视剧在中国日本等地开始的韩流，现在以 K-POP 为中心发展的同时，不只是

亚洲，以欧洲和美国南美为始，开始在全世界受到瞩目。若说 K-POP 的成功因素，从生产与

消费，分配观点延伸出的艺术社会学角度来看，以分析文化现象因素时使用的“文化的钻石

模型”为基础看的话，按照生产者(企划社体制性的制作系统)，传达方式(积极活用社交媒体)，
消费者(熟悉 IT 的能动性消费者)，内容(歌曲，编舞，视觉完备)分类过后可以了解。

K-POP 作为韩国的大众歌谣，通过在我国市场和外国市场的成功领先于韩流中心。为了

现在处于萌动期的美国，欧洲的 K-POP 持续发展，要树立起曾在中国日本成功了的体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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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地化的战略的同时，要建立为了成功的输出作为万能演艺人的韩国型 idol 的方案。另外，

为了 供坚实的内容，需要为了在 K-POP 内容中将韩国式的情致作为时尚因素升华而努力。

摆脱以舞蹈音乐为主的K-POP划一性特质，成为可以担当韩国式感性和文化的K-POP的同时，

K-POP 歌手也要强化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来 高竞争力。除此之外，要尽快应对时代的变化。

像情报员一样积极活用 IT 的同时，造成大众容易接受 K-POP 的环境，与此同时要活用对大

众有强烈影响力的 YouTube 或者 sns。
通过多种过程 K-POP 可以成为更有发展的音乐的同时，确信可以以一种文化成为世界人

的烙印。现在通过代表我们国家的 K-POP 的持续发展，希望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在世界的心中

回响。

5.2 研究的限制点

本研究的中国和日本市场虽然成功,调查西方市场中现在处于萌芽的境况,寻找了那战略

而且进行了关于 K-POP 向前发展的方向.虽然进行了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到现在的事例,为了关

于 K-POP 盛行的研究,现存文献中停留的地方是本研究的制制.
同时尽管为了探索亚洲以外的西方市场,由于研究范围的限制,本研究中美国,欧洲,能够

指出欧洲中以法国为主为本研究的局限.要是分析当地欧洲多个国家的反应,有关内容便能相

对更深入,成为更丰富和实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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