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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时代全营销渠道兼容的服装供应链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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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零售时代库存积压高、
市场反应速度慢、利润低迷等问题仍是服装业供应链运营的主要困

扰。通过对新零售时代服装供应链运营现状分析，考虑以消费者为中心、线上与线下多场景的情形，剖
析全营销渠道下服装供应链运营需求，形成灵活、柔性、模块化协同策略、拣选和存储（库存）协同策略
和动态优化、随需而变协同策略以整合供应链资源，灵活调配库存，实现全营销渠道兼容下的服装供
应链协同运营。同时以 Kardex 的客户案例为背景，实证表明，通过规划和设计 Kardex 智能生产与物流
系统，进行了全营销渠道物流能力分析和生产与物流全流程及全营销渠道流量能力构建，实现了生产
与物流智能路由分工和实时退货，形成服装生产与物流的智能化和协同化运营，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
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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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mode of apparel supply chain compatible with whole
marketing channels in the new retai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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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backlog, slow response to the market, low profit and so on are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supply chain operation in the clothing industry in the new retail era.Considering the consumer centric
and online -offline multi scenes, the paper analyzed operation status and needs of apparel supply chain
under the whole marketing channels, then formed a flexible, modular, collaborative and dynamic
optimization strategy to integrate supply chain resources and allocate inventory, so as to achieve
cooperative operation of apparel supply chain under the full compatible marketing channels.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Kardex as the cas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rough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Kardex 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syste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ogistics capability in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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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hannel and construction of flow capability in whol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Kardex
achieved the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intelligent routing and real -time return, and formed the clothing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intelligent and cooperatived operation, which improved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chain.
Key words: new retail; whole marketing channel; apparel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在新一轮的变革里，服装行业将面临全面

ＺＡＲＡ 的 ＳＰＡ 模式，
之后优衣库成功运用这一模

数字化、消费者中心化以及信息传递加速等行

式并推广，形成以大型仓储式服装店铺为渠道

业升级，这也意味着新零售时代的到来。尽管

的营销形式。而电子商务时代到来后服装企业

服装作为互联网零售的第一大品类，在当前新

纷纷进行线上渠道建设，多营销渠道间形成的

零售变革中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但库存积压

冲突开始成为另一个研究方向，譬如李敏等［２］

高、市场反应速度慢、利润低迷等问题仍困扰

（２００７）通过对服装企业多渠道冲突的分析，提

着服装供应链运营。现有关于服装供应链运营

出加强直营渠道建设以应对供应链运营中的

的研究中，最早基于 ＳＰＡ （自有品牌专业零售

问题。易森清［３］（２０１２）分析了服装企业直营化

商）的供应链运作是一个主要研究方向，譬如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渠道实现直营化是国

坂口昌章［１］（２００６）从供应链运作的高效性研究

内服装企业供应链变革的必然选择。李欣 ［４］

表1

Tab.1

A 股服装行业 20 家上市公司营收及利润一览表

单位：人民币

The list of revenue and profit of 20 listed companies in A share apparel industry

排名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２０１６ 年总营收（亿）

同比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亿）

同比

总市值

１

申洲国际

体育鞋服

１５０．９９

１９．５０％

２９．４７

２５．２０％

７１７．６９

２

安踏体育

体育鞋服

１３３．４６

２０．００％

２３．８６

１６．９０％

５９７．０９

３

百丽国际

女鞋

４１７．０７

２．２０％

２４．０３

－１８．１０％

５２４．４９

４

裕元集团

体育鞋服

５８４．１０

０．５４％

３９．６７

３７．８６％

５１３．６４

５

海澜之家

男装

１７０．００

７．３９％

３１．２３

５．７５％

４５４．７０

６

际华集团

军事鞋服

２７１．５５

２１．０２％

１２．２３

６．１０％

３６７．６０

７

雅戈尔

男装 ／ 地产

１４８．９５

２．５３％

３６．７３

－１５．７９％

３５４．１０

８

森马服饰

休闲 ／ 童装

１０６．６７

１２．８３％

１４．０２

５．７６％

２４５．２０

９

跨境通

服饰 ／ 家居

８５．３７

１１５．５４％

３．９４

１３３．９９％

２４２．４０

１０

搜于特

休闲鞋服

６３．２４

２１８．７４％

３．６２

８６．６２％

２２４．９０

１１

杉杉股份

新能源

５４．７５

１１．１０％

３．３０

－５２．５６％

１８９．４０

１２

南极电商

综合服务

５．２１

３３．８５％

３．０１

７５．２７％

１８２．６０

１３

美盛文化

文化产业

６．３３

５５．１５％

１．９０

５０．２７％

１７９．２０

１４

太平鸟

服饰运营

６３．２０

７．０６％

４．２８

－２０．１３％

１５２．３０

１５

贵人鸟

体育鞋服

２２．７９

１５．７４％

２．９３

－１１．７０％

１３９．００

１６

红豆股份

男装 ／ 地产

３０．４１

１３．９２％

１．５９

９５．５２％

１２６．７０

１７

思捷环球

服饰 ／ 家居

１５７．３７

－８．４０％

０．１９

１００．５７％

１１６．４６

１８

李宁

体育服饰

８０．１５

１３．０６％

７．０１

１０３７．６８％

１１２．１９

１９

九兴控股

时装鞋履

１０６．８７

－１２．４０％

５．６２

－３２．６０％

１０７．８８

２０

美邦服饰

休闲服饰

６５．１９

３．５６％

０．３６

１０６．３７

１０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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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提出服装供应链营销环节存在线上线

节攀高，存货占比一度接近 ３０％，至 ２０１７ 年上

下冲突，并对营销渠道的领域重叠、感知差异、

半年亏损 ４，
０００ 多万元［１０］。而对比 ＺＡＲＡ 的供应

目标不一致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等等。尽管

链管理 （表 ２），
ＺＡＲＡ 为了保证其供应链体系的

较早就已有关于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策略的研

高效运作，投入巨资建立了自己的纺织和服装

究，但主要是从营销渠道结构、渠道成员的关

加工场，在主要的销售地区建立了物流运输企

系、渠道管理制度等方面 ［５－８］进行分析，而从多

业，
通过专属的营销渠道进行销售，
从供应链的

营销渠道间协同进行供应链运营的领域研究

全局进行质量控制和时间控制。

较少涉及。基于此，本文从新零售时代服装供
应链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考虑线上与
线下多营销渠道和多场景兼容的情形下，通过

国内服装企业与 ZARA 的供应链运营对比
Comparison of supply chain operation between domestic
garment enterprises and ZARA

表2

Tab.2

对比内容

ＺＡＲＡ

国内服装企业

前置时间

１０~１４ 天

９０ 天

季前生产比例

１０~１５％

８５~１００％

每年投放款式

１２，０００ 个

４，０００ 个

每年库存周转次数

１１ 次

３次

分析服装生产、物流、分销等的一体化运营，研
究全营销渠道协同下的服装供应链运营模式。

１ 新零售时代服装供应链运营现状分析
作为服装生产制造及销售大国，目前中国
的服装企业还没有一家销售额超过千亿。面对
新零售时代的来临，国内服装企业的业绩也乏
善可陈。根据 Ａ 股服装行业 ２０ 家上市公司营收

面对这一窘境，国内服装企业开始反击。

及利润公告（表 １，见上页），
２０１６ 年 ２０ 家百亿

譬如“海澜之家”与天猫签订了深度战略合作，

元人民币市值的上市公司近一半年利润不到 ５

借助于天猫的营销渠道，依托于大数据通过反

亿元人民币，
部分公司利润相比 ２０１５ 年同期大

向定制进行柔性化供应链运营。
“青岛酷特”
根

幅下降。而同一时期，
２０１６ 年财报显示，
ＺＡＲＡ 的

据线上线下不同营销渠道的特点，从产品定

母公司——
—全球最大的服装零售商 ＩｎｄｉｔｅｘＳＡ

制、交易、支付、设计、制作工艺、生产流程、后

全年销售额达到 ２３３ 欧元，
销售额同比 ２０１５ 年

处理到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的全供应链进行过

增长 １２％，净利润为 ３２ 亿欧元，门店销售额同

程数据化驱动跟踪和网络化运作，以期提高供

比增长了 １０％，
增幅为过去 １４ 年来最高［９］。

应链运营效率。但无论采取何种供应链运营模

传统服装业时代，
在人口红利的爆发当中，

式，考虑当前线上线下全营销渠道协同，是服

依靠
“明星代言 ＋ 大量广告宣传”
的单一营销模

装企业在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一体化过程

式开始了爆发式增长，但其中也隐藏着产品设

中必不可少的考虑要件。

计能力缺乏、
供应链运营处理能力不足、
库存管

２ 全营销渠道下的服装供应链运营需求

理及成本管理跟不上市场需求等问题。到进入

２．１ 全营销渠道的特点

时尚化的
新零售时代后，
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

在服装业传统营销下，主要采用单一的线

要求越来越高、营销方式创新及营销渠道建设

下营销渠道，消费者从实体店挑选、试穿和购

越来越急切，国内服装业普遍存在的供应链问

买服装品。电子商务时代，线下线上多营销渠

—居高不下的库存积压直接对利
题集中爆发——

道并行，各个渠道的运营基本独立进行，渠道

润侵占，
对服装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巨大影响。

间的价格、
促销、
经销商利益冲突频繁。新零售

譬如
“李宁”
品牌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一直处于供应

时代，线上线下全营销渠道进行协同，以消费

链去库存状态；
“美邦”
则自 ２００８ 年上市以来一

者为中心整合供应链资源，库存灵活调配，最

直受困于供应链上的高库存、存货周转天数节

优化全渠道库存水平。全营销渠道发展过程如

服饰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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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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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营销渠道发展过程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hole marketing channel

图 １ 所示。

时完整的数据流提升供应链效率、缩短供应链

与此同时，服装行业从过去的以企业自身
为中心，由企业决定管理模式和信息技术的传
统零售链式价值链正逐渐过渡为以消费者为

周期，
减轻库存压力，
同时更迅速地响应市场。
２．２ 服装供应链运营需求
在全渠道营销成为发展趋势这一背景下，

中心的新零售环式价值网，服装营销渠道逐步

服装品流通渠道已经不仅仅是单一的从工厂

由私人小店到批发市场、百货商店、购物中心、

总仓到门店，而是电商、零售、
ＡＰＰ 客户端等全

电商平台、移动购物，直至向新零售转变。同

多场景模式［４］。具体而言，
全营销渠道下，
渠道、

时，服装供应链也逐步由服装批发商主导，到

服装供应链运营需要考虑到五大需求：

由服装零售商及服装品牌商主导，形成全新

（１）电商渠道与门店渠道的兼容。服装企

网状供应链网络（图 ２）。在这一过程中，服装

业一般兼有电商和门店两个渠道，服装品可以

营销全渠道融合，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全渠

放在不同仓库，但需要配置两套人马和两个管

道闭环，加速渠道间供应链整合以实现无缝

理体系，因而会产生一些资金上的冗余，对服

式的跨渠道体验。而这一整合则需要通过实

装生产、
销售和物流的效率产生影响。

图2

Fig.2

服装营销渠道及供应链模式发展演变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marketing channel and apparel supply cha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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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正向物流与逆向物流的兼容。服装品

间灵活衔接、柔性协作实现服装全供应链协同

不仅需要很快配送到门店，还要很快推到客户

运营。

端，一旦有退货或过季返还，需要门店处理过

（２）拣选和存储（库存）协同。服装企业既要

季品。针对集中退货，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海

考虑新品的大量库存备货，还要考虑过季品的

量的服装 ＳＫＵ。

再存储，故存储（入库）和拣选（出库）要结合全

（３）铺货补货与拆零业务的兼容。在服装

营销渠道考虑。同时，
根据服装门店出货渠道与

品仓库，既要整箱拣选，还要做拆零，但整箱作

电商出货渠道的大数据，服装品的出入库之间

业一定和拆零是有所差异的，如何兼容是一个

形成智能联动，
实现服装全供应链协同运营。

难点。

（３）运营动态优化与随需而变。服装品的生

（４）新品与过季品的跨季管理。服装品仓

产与物流模式需要实时根据全营销渠道下客户

库如何兼容新品和过季品，实现退货品的二次

需求进行调整和适应，其业务形态需要智能切

整理再发货，怎么样既做仓储又做拣选，这又

换流程模块。同时服装品的生产与物流设备需

是一个新难题。

具有弹性，
能够适配业务的发展。通过随需而变

（５）季节变化和库存整理及库位释放。一

的动态调整实现服装全供应链协同运营。

旦季节变化，仓库里存放的服装品类也需要实

４ Ｋａｒｄｅｘ 的客户案例分析

施更换，需要尽快把库存商品释放出来，怎么

４．１ 整体方案及特点

样实现快速的整理形成新的货位，为新季节的

Ｋａｒｄｅｘ 集团是全球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

商品服务，这就产生了一个快速理货释放黄金

提供商，其产品已在生产及物流领域的诸多企

货位的需求。

业中被广泛应用。其服务的客户中，
有一家典型

３ 全营销渠道下的服装供应链协同运营策略

的服装企业，
全国门店有 ３，０００ 家左右，
有 ＲＤＣ、

全营销渠道下，供应链流程的复杂度不断

ＤＣ 和 Ｓｔｏｒｅ 三级网络配送体系。客户希望把电

提高，高效的设计、生产及仓储，以及快速、完

商和门店作业整合在一起，
同时客户希望配送中

整、可靠的分拣和分配成为供应链运营的关键

心里面不仅要做仓储和拣货，
还要做退货调拨处

因素。越来越复杂的服务、更快的交货时间是

理及订单合单工作。客户要求要节省面积，
以前

服装供应链运营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对服

仓库可以存 ４０ 万件，
现在需要存 ８０ 万件。

装供应链中的生产系统和物流系统加以优化，

为此 Ｋａｒｄｅｘ 为该客户企业定制设计了一

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增加灵活性为目标

套高性能、灵活、高效的智能生产与物流系统

对服装供应链上生产与物流的协同部署是全

（图 ３），
用于客户现有的 ＲＤＣ 中。它只需要很小

营销渠道下的服装供应链高效
运营的重要策略，具体包括三
个方面：
（１）灵活、柔性、模块化运
营。服装品的生产与物流需结
合全营销渠道随需而变，尤其
是面对如“双十一”等集中性、
爆发式、
大规模的订单。因此需
要订单处理系统智能化以及生
产与物流运营模块化，二者之

图3

Fig.3

Kardex 智能生产与物流系统示意图

Diagram of Kardex 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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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地面积，但因其高度上的优势，所以仓储

整箱拣选 ／ 拆零拣选以及 ＱＣ 质检，把这些流

量大，通过灵活的配置选项可实现高度密集的

程放在一起，建立一个流程流量图，基于数据

货物仓储，
并将多个楼层连接在一起。此外，
它

分析和流程图构建出整个解决方案。

可集成于现有的仓储系统。通过自动化，其复

（３）生产与物流路由分工。客户希望快速

杂流程得以简化。在任何时候，它都能为货物

调拨，
快进快出，
并做交叉理货的功能。Ｋａｒｄｅｘ

的平稳供应起到缓冲作用。Ｋａｒｄｅｘ 的这套跨楼

仓储系统通过云计算进行实时路径规划与设

层智能生产与物流系统基于标准的 Ｓｈｕｔｔｔｌｅ

计，将货物进行重组整理，卡车一旦到达可以

ＸＰ 垂 直 升 降 式 仓 储 系 统 和 Ｐｏｗｅｒ Ｐｉｃｋ

实现快速发货，动态理货不需要人工介入，保

Ｇｌｏｂａｌ 仓储管理软件的使用。

证效率的提升。

在客户企业的 ＲＤＣ 中，
Ｋａｒｄｅｘ 智能生产与

（４）实时退货。Ｋａｒｄｅｘ 智能生产与物流系

物流系统采取动态优化、随需而变的协同策

统实现全年无忧的实时退货，无论什么时间和

略，将生产与物流进行了很好的协同，形成柔

季节，只要想退货就可以退。通过快速入库按

性化的整体解决方案。该系统的存储货架各层

规则理货，什么时间什么门店的退货都可以处

板可以调整，冬天可以把货架拉高存放羽绒

理，处理完以后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牌，

服，夏天可以缩短存放 Ｔ 恤。如果一个门店需

根据需要到相应货位进行整理，按照品牌、门

要 １００ 或 １０５ 件，一个整箱是 １００ 件，过来一

店拆分业务，
实现和货架的关联。

个整箱托盘再加五个零散的配置。电商在这个

４ 结语

区域里面进行操作，人员根据工位进行柔性切

新零售时代背景下，考虑全营销渠道兼容

换，如早上上架作业，中午拣货，下午盘点，实

的服装供应链运营，通过线上线下进行协同，

现一个员工多工种作业。同时，还可以实现业

以消费者为中心整合全供应链资源，优化全渠

务适配。门店的工位和电商工位可以切换，如

道库存水平。而越来越复杂的服务、更快的交

果电商的量很大，可以全部去做电商，峰值过

货时间要求，使得服装供应链上生产与物流的

去以后再切换成门店，整个工位的柔性在这里

协同部署成为关键，需要采用灵活、柔性、模块

有所体现。

化协同策略、拣选和存储（库存）协同策略和动

４．２ 解决方案的关键点

态优化、随需而变协同策略，以实现全营销渠

（１）多场景物流能力分析。根据服装品季

道下的服装供应链协同运营。以 Ｋａｒｄｅｘ 为客

节波动性、物流配送时效性及多场景兼容性分

户提供的解决方案为例，实证表明，通过规划

析，从春季、秋季、大规模电商高峰，门店铺货、

和设计服装生产与物流配送中心，进行多场景

门店补货，以及不同时间段如春季周末等，把

物流能力分析，对其生产与物流全流程及全营

所有的数据叠加在一起评估方案，分析各个供

销渠道流量能力构建，实现了生产与物流智能

应商的流量需求，决定整个配置和方案设计。

路由分工和实时退货，形成了全营销渠道下多

同时根据订单特性，包括门店特性、电商特性、

个流程和业务场景的服装供应链协同化运营，

补货订单的特性，把订单特性整合在一起，来

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运营效率。

定义整个策略和流程，通过多场景物流能力分
析，就可以保证服装大规模定制与物流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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