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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推广研究
文 / 杨 娟，杨佑国，
林

春，
邱

鑫

网络以其特有的交互式特征对现代服装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经过了大众成衣化的时代，当下的人
们追求更多的是自我个性。以 B2C 为平台的原创设计师品牌应运而生。文章对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及
其推广情况进行了市场调研，
对其认知度、
消费者的关注程度及关注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以特色品
牌“非池中”为案例，
分析其成功的品牌推广主要得益于丰富的文化内涵、优良的产品特征、个性化的营销
以期为中国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模式、
快速的产品更新等方面，
“非池中”
B2C；
原创设计师品牌；
市场推广；

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32

调研的基础上，采取网络问卷的形式随机发放

亿，
较 2013 年底增加了 1,442 万人。[1]随着网

问卷 500 份，回收问卷 498 份，其中有效问卷

购的普及和用户的分化，人们更加关注产品的

479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6.2%。

品质和消费体验，于是 B2C 模式应用而生。

1.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014 年“双十一”当天仅淘宝天猫商城日成交

男性占 47%，女性为 53%，其中年龄在 18

金额达 571 亿人民币的惊人数字。[2]众多网络

岁以下占 3.4%，
18～25 岁的占 30.3%，
26～35

数据表明，独具风格的品牌日益成为网络市场

岁占 51.2%，
35～45 岁及以上占 15.1%，这与

的主力军，在中国市场环境下发展的 B2C 原创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网

男装设计师品牌（所谓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

购用户特征的统计数据基本吻合。可见网购的

牌是指以 B2C 为平台的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

主力军集中在 18～35 岁年龄段，这正说明了

已初具雏形。与国外相比，中国 B2C 原创男装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大多集中在这个年龄

设计师品牌起步较晚，发展也参差不齐。因此，

层定位的原因。其调查相关情况见表 1～表 4

通过对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市场推广

（见下页）。

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中国原创男装品牌更好

1.2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认知情况和了

地开拓网络市场，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解渠道

益。

通过对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网络

1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市场推广调

分析和综合考量，选取了非池中、阿卡等 6 个

查

销量和口碑均靠前的男装品牌作为调研对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 B2C 原创男装设计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消费者对 B2C 原创男装设

师品牌的市场推广情况，笔者在进行了前期预

计师品牌有一定的认知度。但在调查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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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

表 1：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市场认知度
品牌

非池中

IWODE/ 埃沃

AK/ 阿卡

所占比例

18%

11%

21%

柒加尚品 花笙记
12%

77

SIMUL

其他

该品牌的整体感观。所以做

6%

3%

好一个品牌，以上的每一个

7%

选项企业都应该做好，品牌

表 2:消费者对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了解渠道

决策者在运营时应多从以上
品牌了解渠道

时尚报纸杂志

网络广告 / 微博等

朋友推荐

海报宣传

其他

所占比例

23%

25%

15%

10%

2%

表 3:消费者关注该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原因统计
品牌关注
因素

款式好

所占比例

27%

21%

10%

11%

2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
牌案例分析

性价比高
面料质地 售后服务 产品更新 做工包装
品牌理念
好
好
速度
精致
和内涵好
29%

几个方面考虑。

其他

2.1 非池中品牌的选取
非池中品牌主要定位于

15%

2%

表 4：消费者购买男装考虑因素
购买考虑因素

价格

质量

款式

面料

品牌认知度

售后服务

其他

所占比例

52%

78%

73%

43%

20%

27%

2%

打破束缚、回归自然的都市
小资青年，其品牌理念是“本
真、
释放、
理想主义”
，致力在
经典中创新，时尚之余寻求

一个有趣的现象：
其中有 38 人知道所列的一些

创意。基于非池中在中国 B2C“原创”概念上的

品牌并能对其产品进行特征描述，但却不知道

代表性和典型性、价格定位更贴近 B2C 原创男

它们是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这说明“B2C 原创

装设计师品牌特性以及其运营一年便获得消

设男装计师品牌”这个概念还未完全被大众所

费者的认可并开始盈利的显著运营管理效果，

认知。

本文选取该品牌为分析对象。

表 2 显示：
25%的消费者通过网络广告了

2.2 非池中品牌的文化内涵

解他们所知道的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其

随着 80、
90 后消费新生力的日渐壮大，品

次是时尚报纸杂志（23%），然后才是朋友推荐

牌消费的个性要素越来越凸显，
人们除了产品

（15%），海报宣传（7%），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

的消费外，
更多地开始关注品牌设计理念与自

牌决策者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将 B2C 原

身的契合程度。通过上述消费者对 B2C 原创男

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概念深入消费者的心中，

装设计师品牌的关注因素调查中可以发现，人

从而实现品牌推广。

们对品牌的设计理念和内涵的关注度相当高。

1.3 消费者对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关

而在这一点上，
非池中以其良好的品牌文化内

注因素

涵为其品牌的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表 3 可知，款式、性价比、品牌的设计理
念和定位、面料质地对消费者影响的比例相

一个品牌的文化精神只有根植在民族精

当，而这正好印证了消费者在购买男装时考虑

神中之才会得以发展，
否则便只是个空壳。
“非

因素的调查，质量、款式和价格也分别以 78%、

池中”
出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刘备以枭

73%和 52%位居前三（表 4）。因此，款式的设计、

必非久屈为
雄之姿，
而有关羽、
张飞熊虎之将，

材料的优劣以及质量、价格的合理性是 B2C 原

人用者。……恐蛟龙得云雨，
终非池中物也”，

创男装设计师品牌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比喻胸怀大志，寻匿机遇大展宏图之意。非池

在现今竞争压力如此大的情况下，消费者

中承袭了母公司裂帛的宗旨——
—“风格参照本

的关注点不再限于品牌本身，售后服务、产品

心、
无拘无束”
，
在对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

包装等也成为了传达品牌形象很直接的途径

上进行成衣的创新设计，通过服饰来展现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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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常规、追求自由的创新冒险精神，力求通过

不同材质的组合
便是 PU、
网眼布、
棉氨的拼接，

服装来承载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民族

打破了西装的呆板，
增加了时尚之感。

的文化得以延续。
松下幸之助说，
“经营理念之于企业，犹如
罗盘之于航海中的船舶”[3]，因此，它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非池中以“人人皆产品”为经营理
念，企业规定了每一个裂帛企业（非池中为裂
帛企业的子公司）的员工都必须足够了解他们
的产品，并与其手头的工作相结合。每周上新
品、实行预售等快时尚营销加之对质量的严格
把关使得非池中品牌成为最具潜力的电商服
饰品牌之一。

图 1：
顺色拼接修身西服

在笔者进行的关于消费者对男装颜色的
问卷调查中，
56.7%的被问卷者选择了黑白灰

非池中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
—“刹那即

无色系为主基调的基础上加上细节亮点。非池

自由”。它吸引着一群本真、释放、理想主义的

中的色彩运用主要在无彩色系、
同色系拼接的

青年，他们追求自由、叛逆却个性、性格不羁却

基础上添加了大地色、稻草色，将灰色的低调

又希望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份独特的宁静。

与精准，
黑白色调的沉稳与愉悦结合得恰到好

对于非池中的忠实购买者而言，服装不仅是日

处。印花的选择上总体偏冷色调，且以局部装

常的穿着，更是表达心中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现

饰为主，点到为止，充分体现了低调而内涵的

实的挣脱，是对非池中品牌本身的一种认同，

文化意蕴。如图 2，
2014 春夏民族绣花撞色拼接

而这种认同感正是品牌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表现出北欧的极简风
衬衫，
线条利落、
轮廓简约、

2.3 优良的产品设计

诙谐自然、
清新淡雅。
格，
领尖处的局部绣花，

服装最终为人所穿着，其产品的优劣是影
响品牌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上述调查中人
们在对品牌的关注和购买时所考虑的因素中，
款式、面料和品质均排在了前列。非池中则以
其个性化的款式、多元化的材质、低调而又特
色鲜明的色彩和细节设计成为其品牌快速推
广的保障。
非池中在廓形上大多是 H 型，力图表现男
装的简洁、洒脱的特点，展示着装者不羁的精
神面貌。内部结构大多通过斜向、曲向等不对
称的分割线或者自由拼接来塑造，这也是非池
中产品的标签特征所在。

图 2：撞色拼接与局部绣花

2.4 个性化的营销模式
B2C 原创男装设计师品牌的成长和发展得

在面料的选择上，除了常规男装材料的使

益于互联网，
非池中借助互联网的平台通过个

用外，非池中适时地进行非常规男装面料的尝

性化的营销模式促进了品牌推广和盈利的快

试，使服装呈现多元化的视觉形象。如图 1 款

速发展。在前面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消费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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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广告和微博等形式了解 B2C 原创男装设

体验反馈，以便产品的进一步完善和更好推

计师品牌，而非池中准确地抓住了网络这一渠

广。

道进行营销模式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

2.5 快速的产品更新
产品的更新速度是消费者对品牌关注度

传统的服装销售通常是“企业—代理商—

的构成因素之一，
占有相当的比重（表 3），
是迎

商场—消费者”的模式，整个链条较长，导致服

合现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实现品牌持续推

装价格成本的增加。而线上直营的模式则取消

广的关键。非池中借助母公司完整流畅的供应

了中间环节，降低费用使消费者受益。发达的

链、
生产端和强大的团队管理使得非池中的产

物流行业也提高了服装销售的可获得性。另外

运营一年便开始
品设计和生产周期大大缩短，

非池中借助母公司的供应链基础，大大缩短了

盈利。根据笔者的统计，非池中的产品更新速

产品周期，加快产品的更新。在这些优势的基

度平均每周 8 款新品，兑现了其“每周会有新

础上采用多网站多渠道线上直营模式，能够更

品上架”
的承诺，同时，笔者对非池中的产品分

好地让利消费者，实现良好的品牌推广效果。

为 T 恤、
卫衣 / 外套、衬衫、毛衫、下装、马甲 /
背心等六个大类，并对每个类别中销量前 6 的

在线上营销的同时，非池中会不定期与消

服装进行统计发现，
T 恤、衬衫类月成交量最

费者举行互动活动。例如通过对所购服装进行

高，其次是针织衫，而这几类产品正是更新速

晒单评价活动，实现产品的宣传与推广；通过

度最快的类别。可见，快速的产品更新是 B2C

对目标群体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互动体验的方

品牌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式和表达方式，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并通过观

3 结语

点表达、体验感受等形式得以呈现，并将服装

品牌制胜越发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以赠品的形式进行宣传推广，设计师亦可从回

受到企业的重视。要想成功推广并运营 B2C 原

馈中获取灵感并运用于服装设计；采用会员制

创男装设计师品牌，
要在充分借助电商优势的

的模式不定期举办会员活动，从而实现产品的

同时，从品牌规划、产品企划、市场计划、差异

持续推广并锁定顾客。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

化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审时度势，避免 B2C 原

非池中还通过微信公共平台进行品牌的宣传

创男装设计师品牌成为昙花一现。

和营销活动，通过朋友圈分享免单或折扣的形
式对产品进行辐射式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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