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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特点及评价研究
文 / 邵云霏
从概念的角度入手，
对服装 SPA 模式进行了宏观理论上的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
要概述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
主要形式和变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服装 SPA 模式的特点，
分别阐明了服装
SPA 模式的自身特点和在品牌构成中的特点；第三部分对服装 SPA 模式进行了 SWOT 分析，并分别从这优
劣势、机会、
威胁四方面多维度重新审视服装 SPA 模式。
势、
服装 SPA 模式；
概念；
特点；
评价

在服装 SPA 模式出现之前，服装产业传统

Specialty Store 译为专业零售店，指经营某

的经营模式基本上遵循：款式设计→工业化生

一大类商品为主，配备具有丰富专业知识销售

产→批量化销售（或者委托销售）等几个相互

人员和提供适当售后服务的一种零售业态。

孤立的流通环节，成衣往往需要经过九个月甚

Specialty Retailer 通 常 可 用 Specialty

至更长时间才能到消费者面前，对于服装企业

Store 替代，但 Specialty Store 专指经营专

来说，这样冗长的研—产—销过程背离了及时

有品牌的零售商。Private Label（PL），又称

满足消费者最新需求的基本宗旨。而服装 SPA

Private Brand（PB）、
Store Brand（SB），它 们

模式的出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本文将就

都是指零售商自有品牌 （与制造商品牌相对

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特点、评价展开分析，全

应），即零售企业自己拥有或自己创立的品牌

面具体阐述服装 SPA 模式的理念。

或标志，并对其的设计、原料、生产、到经销进

1 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
主要形式及变迁

行全程控制。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整个零

1.1 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提出及内涵诠释

售 业 品 牌 意 识 的 上 升 ， 在 融 合 Specialty

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服装

Store 和 Private Label 的基础上，服装业出

巨 头 GAP 公 司 主 席 唐 纳 德·费 舍 尔（Donald

现了众所周知的服装 SPA 模式，即“服装自有

Fisher）在 1986 年度公司决算报告（1987 年 1

品牌专业零售商”
。由此可见，
服装 SPA 模式的

月公布）中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其首创的目的

定义是指服装企业拥有专卖店和自有品牌，从

是为订制其公司新业务体制。这也是服装 SPA

商品企划、设计、生产直到零售均由公司（品

模式在世人面前的首次亮相，而后成为时尚产

牌）总部负责的一体化模式，简称制造零售一

业的一经典原创性关键词。[1]

体化或者生产流通一体化。

所 谓 SPA 是 Specialty Retailer of
Private Label Apparel 的 英 文 缩 写 形 式 。
邵云霏，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由服装 SPA 模式的定义可知：服装 SPA 模
式是一种由企业全程参与，从商品企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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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到销售都整合起来的“垂直整合型”销售

由于服装 SPA 模式两种
产供货的精神。当然，

模式 。这种模式能够直接有效地反映消费者

形式的侧重点不同，
“生产流通一体化”在服装

需求，将顾客与供应商紧密联系起来，其首要

SPA 模式中所代表的含义也有所差别。

销售模式可
目标是消费者。根据“垂直整合型”

1.3 服装 SPA 模式的变迁

将服装 SPA 体系分为四大块模块：
（1）生产体系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采用服装 SPA 模式

的扩展；
（2）零售网络的发展；
（3）信息和物流

的服装企业开始以强劲的速度占领世界服装

系统的完善；
（4）及对渠道和商品策划的控制。

市场，引人侧目。在服装领域，由三代的服装

由于服装产业的特性，服装 SPA 模式与经

SPA 模式运作的几大国际平价品牌已经深入人

典的快消品运营模式有所不同，它将重心放在

心。这三代服装 SPA 模式的代表分别是 GAP、

商 品 企 划（Merchandising Department，缩 写

C&A、
UNIQLO、
ZARA 等公司。第一代以美国服装

为 MD）和销售上，尤其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巨头 GAP 公司为代表，主推美国式的运动休闲

流行性强的服装品牌的运作。它倡导以周为单

风格。第二代以欧洲的 C&A、
日本的 UNIQLO 为

位的微调型 MD 模式，实施的第一步是缩短从

主，
以大型仓储式服装店铺为营销形式。第三

订单发出到交货的商品供货期，建立追加订单

代以西班牙的 ZARA 和瑞典的 H&M 为代表，强

的生产体系，以此减少库存和损耗；第二步是

调打造消费者
“时尚”的形象，
以快速的反应机

每天收集售点销售信息，实现以周为单位的商

制来应对变化多端的市场，
即所谓“快速时尚”

品企划。

品牌。

1.2 服装 SPA 模式的主要形式

2 服装 SPA 模式的特点

服装 SPA 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终端

2.1 服装 SPA 模式自身的主要特点

零售型，拥有服装零售店铺，以开发原创产品

在服装 SPA 模式之前，
服装业传统的经营

来寻求发展，构成以商店自有品牌经营开发的

模式基本上为“生产工序、流通过程经过了多

连锁专卖店；二是生产制造型，以直销的模式

个阶段，且都各自分离”
，以及“委托销售”，这

直接接触消费者来寻求发展，构成以服装制造

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品牌与顾客接触的意愿，

企业（供应商）自有品牌经营开发的连锁专卖

耗时耗力。而 SPA 模式的出现成为可以解决这

店（包括店铺直销和无店铺销售）。第一种形式

一难题的有效模式。服装 SPA 模式围绕“生产

的服装 SPA 模式较第二种来讲，更强调产品的

流通”
一体化上体现四个主要的共同特征：

原创性与设计感。但其“生产”主要是依靠加强

（1）锁定目标。服装 SPA 模式始终以终端

商品企划在生产中的作用来完成的。第二种形

消费者为目标，不断调整自身的模式机制，缩

式的服装 SPA 模式将着眼点放在生产上。虽然

直接接触消
减（甚至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服装 SPA 模式两种形式各有侧重点，但它们的

费者，做到尽量满足消费者的意愿，从而实现

—生产流通一体化。所谓生产
本质是相同的——

利润最大化。这样不但节约了成本，更重要的

流通一体化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通过消减

是可以直接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信息，
以投消

另一
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费者之所好。

方面通过生产商与终端客户的直接接触实现

（2） 注重设计。服装 SPA 模式以消费者为

最有效信息的最快效率传达，充分体现及时生

终极目标，
重在“以人为本”
。在服装 SPA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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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下的产品设计关键不在于是否有“设计感”

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的企业战略分析方法。其

在能够根据目标客户群设计出适应的产品、终

“能够做的”
）：S 代 表
中战略内部因素 （

端和服务，即“合理的定位”。比较成功的品牌

strength（优势），
W 代表 weakness（弱势）；外

有 UNIQLO。

部因素（
“可能做的”
）：O 代表 opportunity（机

（3）强调反应。从开始的企划到中间的决

会），
T 代表 threat（威胁）。

策，服装 SPA 模式关键体现在针对收集到的消

服装 SPA 模式是一种经营模式，服装 SPA

费者信息做出适时、适当的反应。其中，
商品企

品牌是指运用 SPA 模式的服装快消品牌。服

划（Merchandising Department）是最有效的，

装 SPA 品牌具有快消品牌的特点，它是在快

最能体现消费者意志的服装 SPA 模式环节。

消品牌的基础上提高了对终端信息的把控，

（4）提高速度。服装 SPA 模式能够直接获

降低了预测的风险；简化和优化了服装供应

得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可以更好更快提出合理

链系统，从而提高了响应速度并减低了运营

决策，同时优化产业的供应链和物流系统，
达

成本。随着 GAP、C&A、
UNIQLO、
ZARA、
H&M 等 SPA

到最快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

的运作成功，其呈现的优势有目共睹，但它同

的。服装 SPA 模式倡导以周为单位的微调型 MD

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服装 SPA 模式的 SWOT

模式，注重商品企划和销售的速度，同时还培

分析见表 1。[2-4]

养强大的物流团队以加快配送货的物流速度。
2.2 服装 SPA 模式在品牌构成中的特点
服装 SPA 模式在品牌构成中有五大特点：
（1）品牌定位和设计上，服装 SPA 模式重视其
在目标消费群中的实质受益。它们旨在创造出
实用、受欢迎、可承受的定位和设计。（2）由于
服装 SPA 模式的目标消费群是大众，在品牌传
包括
播上将会更偏向受众面广的传媒和手段，
品牌传播采取的形式也一定是要被大众所接
触的。（3）在销售上，服装 SPA 模式直面消费
者，强调消费者的反馈，运用“快速反应系统”

表 1：SPA 模式的 SWOT 分析
优势（S）：
1、直击目标，实现供需协调
2、生产销售一体化，获取最大
利润
3、整体定位明确，低价的快速
时尚品或基本款必需品
4、完备的快速反应，利于货品
调整、减少库存

劣势(W)：
1、
独自承担风险
2、
前期投入较大
3、
战线相对较长
4、
管理复杂多变

机会(O)：
1、科技发展为其提供广阔发展
空间
2、多变的市场带来机遇

威胁(T)：
1、
同类品牌终端市场竞争激烈
2、
来自大牌的设计版权诉讼
3、
普通品牌的低价竞争
4、
环保主义者对于快速时尚的
反对

3.1 服装 SPA 模式的优势

实时把握消费群的需求动态，并适时做出反

服装 SPA 模式的优势很多，归纳起来，最

应，提高销售业绩。
（4）服装 SPA 模式具有传统

主要有四点。这四点优势与服装 SPA 模式的特

品牌所不能及的高效供应链系统，减少采购到

点密切相关，共同体现了服装 SPA 模式较传统

终端中不必要的环节，缩短货品供应时间，有

型服装企业的优越性，说明了服装 SPA 模式是

利于在最大化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
减少库

适合于当今服装业发展的可持续模式与趋势。

存压力。（5）SPA 品牌由于接触大众面广，
往往

（1）直击目标，
实现供需协调。服装 SPA 模

知名度很高，其资产也是具有实际效益的。

同时它通
式通过“直营”
直接掌握目标消费群，

3 基于 SWOT 分析下的服装 SPA 模式评价

过快速反应系统、
完善的供应链系统保证了对

SWOT 分析方法是一种根据企业自身的既
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

消费者信息控制和供需协调的实时性。
（2）生产销售一体化，
获取最大利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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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了
销售一体化，减少、甚至消除中间环节，

销售的整合产业链全过程的能力。为保证上下

传统型服装企业层层剥削的利润体系，最大限

企业需要立足长远，从
流间的高速、
顺畅流通，

度优化供应链是服装 SPA 模式的又一特性。服

供应链的物质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三个角度构

装 SPA 模式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采用最直接

建 SPA 品牌，使企业内部形成环环相扣、紧密

的方式来获取利润，
快速地实现利润最大化。

相连的运营体系，并集中力量于零售终端建

（3）整体定位明确，低价的快速时尚品或

设。

基本款必需品。在个性化需求的今天，服装 SPA

瞬息万变的市
（4）管理复杂多变。近年来，

模式品牌根据市场需求，明确整体定位，主要

场格局、日益更新的信息、管理技术以及个性

以低价的快速时尚品或者低价的基本款必需

化的市场需求，
使得服装行业处在复杂多变的

品为主。

综合环境之中。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服

（4）完备的快速反应，利于货品调整、
减少

装企业需要直面困境，冷静思考，调整战略增

库存。在服装 SPA 模式下，企业利于 POS 系统

设计研发、商
加品牌市场竞争力，
在科技进步、

及时掌握终端销售情况，最大限度地降低需求

业模式、
资本运作、
资源整合、国际合作等各个

预测的风险；利于简化的供应链系统缩短时

不断创新。
方面，
不断深入、

间，使企业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货品，降

3.3 服装 SPA 模式的机会

低库存。
3.2 服装 SPA 模式的不足
对于服装 SPA 模式的不足，可以从两面来

服装 SPA 模式在新世纪也存有很多机会。
（1）科技发展为其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科技发
展为 SPA 品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看待。因为在 SPA 模式里，说“不足”其实更多

（2）SPA 品牌利于 POS 系统实现对终端销售、市

意味着风险，这种风险是可以被转化的。要适

场需求的及时掌控，简化供应链系统达到快

时转变方式，灵活掌控运用 SPA 模式，为企业

速、
准确反馈信息，
调整货品。
（3）SPA 品牌利于

和品牌创造出有利形势。

ERP 对生产进行实时控制，对每一个产品进行

（1）独自承担风险。由于尽量减少消除中

管理，随时了解生产进度及状态，提高企业生

间商环节，所以服装 SPA 模式企业独自承担的

产管理的能力。（4）互联网时代给 SPA 品牌的

风险也就增大了。企业必须好好把握从企划到

推广、
销售提供了全球化的市场。
（5）多变的市

销售的每一个环节，才有可能在瞬息变幻的市

场带来机遇。随着消费者由追求拥有型向追求

场上立足和获得利润。服装 SPA 模式在其经营

个性化，
将在一定程度上为 SPA 企业的经营创

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规避风险。

造了良好的条件。SPA 品牌可以通过
“直营”准

对
（2）前期投入较大。在服装 SPA 模式中，

确把握市场走向、了解消费需求；通过快速反

于终端店铺的建设相对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投

降低运营风
应系统可以及时对货品做出调整，

入。服装 SPA 模式必须注重其在终端店铺的投

险；
通过紧跟时尚可以让消费者用较低的价格

入，
一定的资金是基本保证。另外，由于企业需

购买到较为时尚的产品。

要着眼的投入项相对较多，资金链在前期难以

3.4 服装 SPA 模式的威胁

回笼，可能会带给企业一段时间的资金紧张。

面对竞争与变化，服装 SPA 模式也不容忽

（3）战线相对较长。生产流通一体化的服

视周围各种因素的威胁。（1）同类品牌终端市

装 SPA 模式需要具备从生产加工到物流，
再到

不论
场竞争激烈。相对于普通服装快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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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管理能力还是技术上服装 SPA 模式都有

虽然服装 SPA 模式的概念已然不是什么

显著提升。同时，来自同类品牌的竞争压力还

但随着 21 世纪服装产业的发展、
以互
新鲜事，

是相当巨大，这就要求企业全力争夺终端消费

服装 SPA 模式的概
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进步，

者，才能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以顺利发展。

念已经被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到了快时尚发展

（2）来自大牌的设计版权诉讼。很多 SPA 品牌

的实践中。今后要做的，
就是继续发掘深化服

紧跟大牌的时尚，模仿和抄袭大牌设计，在面

装 SPA 模式的优点，抓住时代性机遇，力改良

临大牌设计版权诉讼时会给品牌的长远发展

服装 SPA 模式的不足，看清潜在的威胁，从而

带来隐患。
（3）普通品牌的低价竞争。在购买产

更好地利用服装 SPA 模式，
实现快速时尚的价

品或服务时，消费者希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

值。将服装 SPA 模式这种并非新颖的模式赋予

一个
得尽可能多的性能、关系价值。在竞争中，

—顺应时代节奏，从二代、三代
了新的含义——

供应商不可能同时在三个核心价值层面都达

服装 SPA 模式发展而来且具有代表性新特点、

到最佳程度，
此时企业通常在三个价值定位中

新优势与不足的服装 SPA 新模式。

的某一个方面实现“领先”。（4）环保主义者对
于快速时尚的反对。如今是尚环保主义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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