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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品牌个性理论的中国原创服装品牌研究
文 / 王鑫娟，古 怡
品牌个性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品牌个性的优势是适应市场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对品牌的发展、
塑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品牌个性是市场定位的基础，
企业以品牌个性取代产品个性来实现市场细分与
定位。在感性消费的时代，
原创品牌是否有鲜明的品牌个性，成为营销成败的关键且作为实现原创品牌发展
最有效的途径，
研究品牌个性是十分重要的。通过中国原创服装品牌芥茉、素缕、卡宾的发展实例，
剖析中国
原创服装品牌应该以何种方式、
如何结合品牌个性理论进行品牌个性的发展。
消费
品牌个性理论；
原创服装品牌；

品牌个性是指品牌所具备的人类特性以及

试图从品牌
国原创服装品牌一些成功的案例，

该特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消费者对此特性的感

个性的维度给出相关解读，
以期为致力于中国

知 。品牌个性 研究经 keller、
Gardner & Levy、

原创服装品牌发展的业内人士借鉴。

David Ogilvy、
Allen & Olsony、
Susan Fournier、

1 中国原创服装品牌个性营销的成功案例

Jennifer Aaker、小林太三郎等研究者的深入研

分析

国际营销学权

具有品牌个性的原创服装品牌企业核心

威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种营销沟通

竞争力很大，
其表现为一种能为其进入市场提

的工具，塑造品牌会使品牌变得更加行之有

供潜在的机会，并且其最终产品能为顾客所接

效，品牌传达出品牌识别、品牌形象、品牌个

受，同时在市场竞争中不为竞争对手所模仿。

性。”可见，品牌个性是品牌形象的核心与灵

当下的中国服装行业中，出现了一些个性鲜

魂，大凡成功的品牌都始终如一地将其个性传

值得业界借鉴。
明、
风格独特的原创品牌，

依靠新
递给消费者。[7]品牌个性建立的方法有：

1.1 自主品牌芥末的品牌个性营销

究，逐渐形成品牌个性理论。

[1-6]

型产品开发品牌个性，依靠品牌营销理念营造

芥末是 2009 年创立的原创设计师品牌，

品牌个性，依靠品牌文化、设计理念建立品牌

“外柔内
其灵感来源于芥末这种古老东方调料

的服装行业从业者
个性。作为时尚流行“宠儿”

刚”的刺激性，将东方元素融入到服饰的流行

更需要在众多竞争者中突显其品牌个性，
对于

趋势中。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
具有认同度

发展中的中国原创服装品牌更是如此。中国原

的文化、
理念更容易让消费者和品牌之间产生

创服装如何建立、营销自己的品牌个性成为众

沟通，芥末的创立无疑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点，

多原创服装品牌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基于中

运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
结合当今的流行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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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探索人和服饰的契合度，
发现着衣的趣味性与惊喜，
主张独立的穿衣态度、乐观
通达的生活态度、含蓄低调
的美学态度，尝试从不同的
角度，来理解我们生活的这
个世界。这样增加了芥末品
牌的鲜活性，使消费者更容
图 1：色彩鲜明的服装，
模特扎着高发髻，
采用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作为设计元素

易对该品牌产生印象，形成
品牌认同度。譬如图 3 是
2015 年 3 月在上海举行的服
装博览会上，在芥末原创概
念店里拍摄的一组图片，图 3
左边是设计师在接受采访，
讲述当季的设计理念，图 3
右边是其店员展示的新款服
装，该服装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五代、北宋之交黄居寀的

图 2:盘扣、
哈伦裤，
模特都扎着高发髻，
手执纸扇，
以鹤为元素，
凸显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瑞意

《杏花鹦鹉图》。
通过在天猫、淘宝、京东
等大型电商平台上进行调
查，笔者发现消费者选择芥
末品牌的款式都是中性的中
式样式，款式简洁，对面料的
要求非常高，都是羊毛材质
的，
在淘宝的评论中发现消费
者对芥末女装的工艺、
面料都
非常满意。
自 2009 年在淘宝
“芥末”
网上小试牛刀，经过 4 年的努
力与创新，
到 2014 年已经拥有

图 3：2015 年服饰博览会中的芥末店工作人员

势，具有鲜明的品牌个性和文化。譬如图 1 中

—天猫、
淘宝、
1 号店，
实现年销
三大网络店铺——

色彩鲜明的服装，模特扎高发髻，采用中国传

售额达千万元以上的独立设计师品牌。[8]

统的京剧文化的发髻表现形式（图 2）作为设计

1.2 东方复古原创设计品牌素缕的品牌个性

元素，
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味道。芥末品牌以“芥

营销

纳须弥、
滴水藏海”为理念，其设计风格简约而

素缕品牌 2012 年成立于山东济南，其名

流畅，强调设计感及文化特质，用立裁、斜裁结

意为质朴素衣，
取自清代戚惠琳《素履之往》之

合人体工学科学的裁剪方法，揉合东方哲学

素履谐音，
意指质朴从容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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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素缕秋冬服装 2

图 4：
素缕秋冬服装 1

素缕品牌的设计元素：廓形宽松，收放自

着人对事、
对物的态度和格调。素缕品牌抓住

如，不堆砌元素，自然流畅，浑然天成，趋向于

当今消费者的需求，面对压力众多、节奏加快

抽象模糊的形态，强调写意之美。挖掘传统文

的都市生活，人们越发感到心力交瘁，选择一

化元素，形式上采纳魏晋时期的宽袍大袖、仙

个发泄口，
素缕品牌便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

骨风道，取其禅意之美的精神意蕴。实质上着

心理，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生活态度给消费

重挖掘内心世界，追求情感共鸣，与热爱素缕

者带来心灵上的解脱和释然。鲜明的品牌个

品牌的人在热爱和梦想之间产生交集、重叠

性，让素缕打开了消费者的市场，也形成不可

之处（图 4~ 图 5）。素缕品牌渴望最终实现的

复制的品牌个性，
形成自成一体的风格。

是回归原点，让消费者透过衣服，与心灵对

1.3 原创品牌卡宾的品牌个性营销

话。
素缕品牌的面料元素：面料上选择天然纯

原创 品 牌卡 宾 是 中 国 服 装 设 计 界 最 高
—“金顶奖”得主卡宾于 1997 年所创建。
奖——

净的棉，旨在唤醒恒久坚韧的生命力，肌理分

前瞻性的个
其品牌以“颠覆流行”
的品牌理念，

明、细腻柔软、舒服惬意。强调亲肤与舒适性，

性时尚定位及对原创设计的强调与坚持，使卡

让肌肤自由呼吸。希望取于自然，能够让我们

宾成为中国原创品牌潮流男装的代名词。2007

在繁华之中感受到生命的沉静与悠长，灵魂自

年 2 月，
卡宾成为首个登上纽约时装周的中国

由而张扬。

设计师品牌。

素缕品牌获得 2014 年天猫原创第一名，

卡宾的品牌文化：颠覆流行是设计师的设

从此一战成名，而品牌鲜明的个性是其获得成

计哲学，
同时也是卡宾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诠释

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古人造器物，讲究“物以载

和演绎的核心价值。卡宾坚持
“中国设计师原

“登其堂，
见物物
道”。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云：

引导中国消
创品牌”
道路，
坚持体验式发布会，

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可见器具中也体现

形成了具有卡宾个
费者着装理念的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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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卡宾秋冬宣传海报

性的精神标识。其风格定位：飞扬的想象力、
多

牌本身。同类产品大同小异，
在市场上很难找

元混搭的流行感、时尚鲜活的主体性是卡宾的

到产品间的差异，然而市场竞争激烈必须要品

浪漫的玩乐
设计风格（图 6），表达传递出自由、

牌拥有个性，
一个品牌个性鲜明的企业才会与

精神，打造性感摩登的型男（图 7）。其品牌定

其他相关企业区别开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

位：
“尚智”
，意味着对执行的崇尚，即聪慧而趣

现象，
一个品牌、
一个款式服装卖得不错，很多
家品牌就争相模仿抄袭，商场上都是同款服
淡化原
装，
弱化了品牌个性。③品牌延伸不当，
品牌延伸可能使消费者困惑到底那一款适合
自己，
也有许多品牌的延伸只是复制了某款原
来的产品，形成了一种新的包装，最后可能会
遭到零售商的抵制。[9]很多企业为满足消费者
来延伸品牌，
然而盲目的延伸就使品牌的定位
变得不明确，原有的品牌就会变得很危险，在

图 7：
2015 年卡宾秋冬新品发布

消费心中的地位就可能降低。D&G 建立副线品

味不凡的态度。

牌 DOLCE&GABBANA，后来 副线品 牌超 过 主线

2 建立以品牌个性理论为依托的中国原创

D&G，
最后合并为一个品牌。④频繁更换主题的

服装品牌之途径

品牌风格，
使消费者不能捕捉重心确保品牌个

2.1 中国原创服装品牌的一些缺点

性的稳定，
必须要长期保持风格、
主题的一致。

一个服装品牌，不可能具备服装所有的特

每一则广告、每一位代言人，他们代表的是这

性。样样齐全的品牌个性不存在，面面俱到的

一季当中品牌风格、
主题的定位。一个品牌一

都
品牌市场也不存在，消费群体细分不详细，

旦频繁更换风格，
那么它的个性也就建立不起

不利于企业的进步。市场细分、品牌明确尽管

来，
结果就是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会损失一些消费者，但却在更大程度上是以进

2.2 原创服装品牌品牌个性建立的途径

为退，明确市场会带来一部分品牌忠诚度，否

打造服装企业的品牌个性，需要一个长期

则便会“鸡飞蛋打”。中国建立的原创服装品牌

而艰巨的过程，个性除了看得见的部分，还有

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①个性定位不明确，

就是无形的另一部分，即品牌的精神内涵，只

首先做的
弱化品牌的个性。要想品牌个性化，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但却会在长期的发展中在

是加强品牌的差异化，品牌的定位、竞争者等

消费者、企业人员的心中形成一种无形的感

等都要保证了解清楚。②模仿竞争对手失去品

知。打造优秀的品牌个性，最主要的还是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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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提高企业的产品之灵，被消费者所接受

费者为之所动,尤其是目前市场上产品的差异

形成良好的业界口碑。服装品牌个性的建立可

化越来越小，
品牌逐渐成为商家为赢得市场所

采取了 3 种途径：

采取的重要手段，
因而原创服装品牌个性变得

（1）增加品牌与消费者个性匹配度。原创

尤为重要。原创服装品牌的发展，
需要独立创

服装品牌要想在当今的社会中立足，首先要增

新。原创服装品牌建立在服装品牌文化的基础

加新消费者与品牌的匹配度。品牌与消费者的

上是远远不够的，
服装品牌个性对于服装品牌

契合度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也就会越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具有个性的服装品牌

高。品牌应该深入地了解挖掘消费者的心理特

是营销的关键。在强调品牌个性化的今天，消

征，运用个性维度特征、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等

一种展现自我
费者的选择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等心理标量来进行考量，充分把握消费者的心

的方式。深厚的品牌文化底蕴、明显的品牌个

理特征，
深层次挖掘消费者的内心情感。

性是服装品牌更容易与消费者产生共鸣的根

（2）统一品牌的形象。统一的品牌形象需

基，
塑造个性化的品牌最重要的是与消费者沟

要服装企业持之以恒地进行品牌个性的锻造，

通，赋予品牌一定的精神和个性，找到品牌的

统一的品牌形象给消费者带来整齐统一的感

灵魂和精神。

觉。当今世界的国际品牌无一不是一个准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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