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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淘宝网络购物平台的
“明星同款”
现象研究
文 / 胡玉琴，
钟安华
网络购物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消费方式。通过互联网，影视作品吸引了更多人气，也加快了影
视作品的传播速度。凭借影视作品热播而在网络电商平台引发的“明星同款”现象是互联网催生的新型服
饰流行现象。文章首先对淘宝网
“明星同款”
的现象进行排名调查和营销策略分析，然后对其现象进行深入
分析，以期为服饰电商借鉴。
影视服装；
明星同款；
时尚传播

“明星同款”特指那些和当前热播影视中

象主要体现在淘宝网络平台售出的“明星同

人物或当红明星所着服装相同而在网络电商

款”
数量上。以淘宝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已

平台热销的服装，它是网络销售中一种典型的

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据中国电子商务研

“爆款”现象。这类服装往往不需要采用任何方

[2]
中国
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

式的广告和宣传，随着电影、电视剧或当红明

网购用户 3.12 亿人，50%以上用户月均网购花

星在网络和其他媒体的传播迅速成为潮流风

费高于 500 元。2013 年全年总网购交易金额已

向标，在短时间内供不应求，可以创造出惊人

达 18851 亿元，服装网购交易金额达 4349 亿

的网络销售业绩，是网络消费时代的新生现

元。该中心发布的 2013 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

象。而淘宝网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网络零售平

十强榜单显示，2013 年，
B2C 市场中，淘宝网旗

台，
在中国的网购市场中占有 80%的交易额，
主

下天猫商城以 50.1%的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

要销售服装及其相关产品。 在淘宝网，以“明

C2C 市场中，
96.5%的市场为淘宝集市所有。淘

星同款”作为词条搜索相关产品，不仅搜索到

宝主要销售内容为服装及其相关产品，而从淘

服装，还包括太阳镜、包包、鞋子、配饰、手机贴

宝对“淘一代”
“团设计、玩定制、
、
赶时髦、
爱传

膜等。可见“明星同款”
已经成为网络商家销售

统”的口号来看，淘宝网非常注重服装这一领

服饰的重要营销手段。本文首先对淘宝网“明

域的销售。当在 2013 年中国网络销售市场十

星同款”的现象进行排名调查和营销策略分

强的搜索引擎输入
“明星同款”时，
淘宝网的词

析，然后对其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服饰

条量也是最大的（表 1，
见下页）。除
“明星同款”

电商借鉴。

词条外，
“同款”
一词也作为搜索关键词能被检

1 淘宝网“明星同款”
现象调查

索到大量词条，包括“明星同款连衣裙”
、
“同款

1.1“明星同款”网络热销相关排名

连衣裙”等具体到服饰类别的词条和“范冰冰

[1]

“明星同款”这一始于网络的服饰流行现

明星同款”
、
“范冰冰明星同款连衣裙”等具体

（Z201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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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 年 B2C 市场占有率排名及各平台
“明星同款”
物品数量
物品 / 件
B2C 市场份额 /% “明星同款”

排名

电商平台

1

天猫商城

50.1

3550000

2

京东商城

22.4

23162

3

苏宁易购

4.9

380

4

腾讯电商

3.1

已并入京东

73

发现，排名前十的店家所售服装相关情况见
表3（见下页）。
1.2 “明星同款”
营销策略分析
“明星同款”瞄准女性消费群体。从前文

5

亚马逊中国

2.7

11677

1.1 中结果来看，淘宝指数“明星同款”所有物

6

1 号店

2.6

1208

品排名前十（表 2）的大部分为手机贴膜或外壳

7

唯品会

2.3

无搜索条

8

当当网

1.4

418

9

国美在线

0.4

17

可见这一品类排名下销
国明星的发圈也入围，

10

凡客诚品

0.2

276

量主要是由价低小物件构成的。但之后的大部

（注：各平台
“明星同款”物品数量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 16 时
搜索结果）

到某位明星的服饰类别词条。从淘
宝这一国内最大网购平台“明星同
“明星同款”在
款”的搜索热度来看，
网络购物群体中有着巨大的潜在
市场，是网络催生的新型服饰流行
现象。
根据淘宝指数 2014 年 6 月 16
日到 7 月 15 日的明星同款类目分
布中可见，
“明星同款”的消费者多
为女性。在“明星同款”消费者购买
物品中，75.06%的物品 为连衣 裙，
15.44% 为 休 闲 套 装 ，1.33% 为 休 闲
裤，
1.24%为衬衫,1.17%为 T 恤，其
他物类包括低帮鞋、雪纺 / 蕾丝衫、
礼服 / 晚装、凉鞋、包袋等。这其中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物品都为
淘宝指数 2014 年
女性用品。同时，
2 月到 2014 年 7 月“明星同款”消
费者中女性占 74%，男性 26%，这其
中不排除男性为女性购买的现象。
表 2 是 2014 年 6 月 16 日到 7
月 15 日淘宝指数淘宝网“明星同
款”
物品销量按“全部”
类目和“连衣
裙”类目排名前 10 名的情况。
笔者通过在淘宝网站搜索框
输入“明星同款”按销量进行排序

等价格较低的小物件，但全智贤、朴信慧等韩

表 2：
2014 年 6 月 16 日到 7 月 15 日淘宝指数淘宝网
“明星同
款”物品销量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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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笔者对淘宝网
“明星同款”
店家所售服装排序

都一致的心理需求，
即心理学上的仿同。对于影
视剧粉丝而言，自己与剧中明星的着装相似度
越高，
可能就会产生与该明星接近的心理满足。
由于热门电视剧拥有大量粉丝，在仿同心理的
驱动下，
影视作品中明星衣服、
包袋配饰等也成
为一种时尚。明星服饰昂贵的价格对于大多数
粉丝，
尤其是学生粉丝是不能承受的。从价格上
看，
“明星同款”
服装一般都是女装，
而且价格都
“明星
在百元左右。在追求相似的心理驱使下，
同款”
为粉丝追求明星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些电
商将明星所穿、
所用的物品完全复制，
从面料到
钩针再到拉链，
然后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售出，
满
足了粉丝的这一时尚需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2013 年 7 月发布的第 32 次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
在中国，
女性网
民占总网民数的 44.4%。其中，
该中心对淘宝、
EBay 易趣两家大型购物网站消费者购物类别
的调查显示，
女性消费者对于服饰、化妆品、珠
宝等商品的购买频率为“每月都买”
或“每周都
买”
的超过 30％。同时，
网络女性消费者者中，
一年网上购物超过 12 次的
“购物常客”
，
约占四
成以上。[3]2013 年《中国网购市场研究报告》显
示，
女性网购消费者群体 63.4％的年龄维持在
18-30 岁之间。[4]而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有着中高
绝大多数为年轻
学历。明星同款的购衣群体中，
女性消费者，这一群体有空闲时间观赏电视节
目，
同时又愿意接受网络消费这一新鲜事物。由
于网购可以看到衣服的销售情况及评价，操作
这一招牌，
同款
简单方便，
加之有着
“明星同款”
服装热卖也是必然事物。

是因为不同店家的原因。
注：
有些服装款式相同却有不同的排名，

分商品都为女装和女性相关物品。可见“明星

并不是所有的明星服装都会在淘宝网以

同款”是以女性网络消费者为主的。热播影视

“明星同款”
售出，以“明星同款”
售出的都是一

剧的受众群体多以“女人”、
“闲人”
、
“老人”
为

些风格非常突出的服装样式。笔者非常认同淘

主，其受众定位于“时尚并且具有强烈消费意

宝网将“明星同款”分为“淑女装”
、
“休闲装”、

识的都市人群”，这无疑催化了“明星同款”的

“职业装”
“正装”四大类。在“调查圈”这一网
、

产生。当这些影视剧粉丝特别喜欢或崇拜某个

络平台上回收的 360 份卷中的调查数据显示：

行动
明星时，就会产生与该明星的服装、发型、

（1）34.4％的网购群体会选择淑女风格的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主持：刘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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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同款”服装，这类服装通常有着松软的质

服装是设计师根据影视剧本的特定内容和艺

感，纯净毫无花哨的装饰，淡雅的色调，散发出

术定位而选定于影视中人物所穿用的服装，

娴静的气质。这种风格的服装多会以蝴蝶结、

属于舞台表演服装的一种。[5]影作服装作为一

蕾丝、碎花、圆边等当下比较流行的细节元素

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服装，除具有实用性、装

来衬托女性的甜美和柔和，符合当下流行时

饰性、社会性外，它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塑造或

尚，是部分女性网购消费者的首选。

突出人物性格、烘托影视内容情节。作为影视

（2）选择休闲风格和选择淑女风格的女性

作品中树立和烘托人物形象最直观的元素，

网购群体在性格上多会有所差别，这类群体更

它是人物内心世界直观化和象征化的一种符

注重穿着的舒适感和随意性。32.8％的网络购

号语言，是对角色心理和剧情发展的外在化

衣群体对“明星同款”服装中的休闲风格服装

表达。[6]

情有独钟。
“同款”休闲风格服装在设计上最主

影视作品的明星效应和仿同心理唤起了

要的特征是整体有较大松量，样式往往干练简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款之所以能引发爆款，

洁，通过混搭可以装扮出适合各种场合的着装

是因为明星就像产品的“代言人”
，
一旦电视剧

效果，这也是休闲类“同款”服饰成为爆款的一

热播，
剧中明星使用的产品立刻就像做过广告

个重要原因。

一样红起来。[7]
“明星同款”
服装的流行离不开

（3）25.9％的网购群体选择了“同款”服装

制作精良，引起大众收视热潮的影视剧作品。

中的职业装，对于都市白领群体和即将毕业求

以热播剧《妻子的秘密》和《辣妈正传》为例，两

职的大学生群体，她们在参照“同款”服饰时，

部剧集讲述的是不同人物的婚姻遭遇，前者为

会选择趋向于较为理性的职业装，职业装是可

富家女的曲折，后者为当代职业女性的挣扎，

以让她们尽快改变外形融入职场的重要因素。

但因其贴近生活的剧情和接地气的演绎，两部

“同款”
职业装在设计上更加时尚，追求职业化

剧集收视率都非常高，剧中女主人的服装在淘

的同时在细节上保留女性的特质，收腰、七分

成为爆款。在《妻
宝网
“明星同款”
类服装热销，

袖、
精致的纽扣、
蝴蝶结这些充满女性意味的元

子的秘密》剧中江百合出身富贵家庭，性格温

素常常运用。即使是衬衫，
通常也会配有蕾丝或

婉甜美，
作为儿媳可谓温柔、
贤惠却受尽委屈，

抽褶修饰，
色彩上也不再只有黑色、藏青蓝等常

款式清
而饰演她的赵丽颖服装颜色柔和浅淡，

用于商务的色彩，
整体色彩偏向于雅致柔和。

新优雅，多为淑女装样式，正好烘托出剧中人

（4）正装原属于有特定需要的场合穿着的

物的清新柔美（图 1）。相反，同样是热播剧的

服装。但调查中仍有 6.9％的网络购衣选择了

《辣妈正传》，剧中的夏冰性格活泼乖张，敢爱

“同款”服装中的正装，它们散发出散发典雅含

敢恨，是典型的都市白领兼时尚达人，孙俪在

蓄、精致高贵的神韵。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同
款”西装外套备受女生喜爱，中性风格让女生
们将正装穿出了新的时代色彩，让西装外套不
再只适合会议室里穿着，正装休闲化也是“同
款”的典型特色。

2“明星同款”
现象分析
2.1 明星效应、仿同心理和媒体“炮轰”对消费
者的刺激作用
“明星同款”的本质是一种影视服装。影视

图 1：热播剧《妻子的秘密》饰演江百合的赵丽颖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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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结合他们自身实际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与
他们喜爱明星所穿着类似的服装也是再正常
不过之事。
2.2 电商快速反应和低价策略
服装电商的快速反应和低价策略也是
“明
星同款”
销售成功的原因。热播电视剧的特点
就是其流行是短暂的。在短时间内，热播电视
图 2：
热播剧《辣妈正传》饰演夏冰的孙俪服装

剧会聚集大量观众，一段时间（一般不超过一

剧中所着服装也非常高调，蕾丝、超短裙、
透视

年）过去，
随着新的事物和新的影视作品播出，

装等大胆着装无不表明人物个性的洒脱奔放

观众注意力会很快转移。网络电商最大的特点

（图 2）。

就是快速反应，一些热播剧还没有结束，一大

在这些热播剧中，明星演员成功阐释了影

批与剧中人物相似的服装、
配饰就已经开发出

视作品中的人物的性格和气质，而这些人物的

来并开始在网络以较低价格售出。在 2014 年 6

性格和气质又能够为大众所喜爱和接受。其

月淘宝网首页公布的用户喜欢的价位中，价格

次，这些热播电视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贴近

在 99-450 的占 67%，
可见大多数用户对于服装

生活，剧中情节都是观看者曾经经历或正在经

的价格期望还是属于中端。

历的，与观看者生活场景有着一定程度的相

但截止到 2014 年 7 月 15 日笔者在淘宝

似，激发了观看者的模仿心理，观看者希望通

网首页搜索栏输入“明星同款”并以销售从高

过穿着这些服装来表达他们对于电视剧中某

到低进行排序（表 4）发现，在销售成交量排在

些人物的性格的赞赏或认同，拉近他们和剧中

前 100 的网店中，成交价格在 100-200 元为

人物的距离。

42%，
200-500 元为 13%，而其他网店的成交价

网络媒体集体“炮轰”营造的高度关注也

格都在百元以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成

在一定程度上捧红了“同款”。随着每一部热播

有 7 家网店的销售
交价排名前十位的商家中，

影视剧在电视频道或网站上成功，剧中人物的

价格低于 50 元，
2 家价格在 100-150 元，还有

穿着打扮都会被娱乐媒体转载评论，在各大微

一家价格为 58 元。可见价格上的优惠是刺激

博平台，从《继承者们》到《来自星星的你》，热

“明星同款”
网购群体购买的有效方式。以笔者

播剧集中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服装、配饰和

调查淘宝网“明星同款”店家所售服装销售量

发型都被分享和评价，时尚博主们逐集点评剧

这款
排名第一的唐嫣服装（图 3，
见下页）为例，

中人物的穿着打扮，各大综艺娱乐节目邀请热

服装为上下两件套短装样式，清新可爱。不仅

播影视中的明星演员亮相荧幕，在无形之中营

在网络销售火爆，在其他品牌实体店也以百元

造了一种火爆氛围。何路在《影视服装与大众

以下价格火爆销售，
可见价格对消费者的购物

衣橱》中就曾经提到，影视剧在大获票房的同
时，时尚精美的服装也会引起各大时尚媒体的
应用和关注，而服装设计师在接受这些信息

表 4：截止 2014 年 7 月 15 日淘宝网用户喜欢的价位表和排名
前 100 位电商成交价
用户喜欢价位表
价格 / 元

比例

后，观察和研究电影中的服装继而设计出与之

0-99

类似的服装。 消费者在观看影视作品的过程

99-225

[8]

中也会受到作品的感染和启发，在各种媒体和
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商平台的刺激下，网购消

排名前 100 位电商成交价
价格 / 元

比例

12%

0-100

45%

31%

100-200

42%

225-435

36%

200-300

10%

435-1310

20%

300-400

2%

>1310

2%

400-500

1%

服饰与产业：
产业观察

主持：刘岳屏

77

行为起到了很大的

评论报道又增加了影视作品中各人物穿着方

作用。

式的关注度，推动了“明星同款”的流行程度。

另一方面，虽然

淘宝各大电商正是迎合这一女性群体的仿同

低价能够增加销售

心理，以其快速反应来满足了她们的消费需

量，但是，价格也能

求，
这正可为新兴的服饰电商所借鉴。

代表产 品的质 量，

图 3：
淘宝网
“明星同款”
店家销售
量第一服装

定价过低会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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