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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零售时代快时尚服装业发展模式发生了变革。研究发现快时尚服装业具有线上引流线下、实体门店智慧

化升级、智能物流、线上渠道购物隐私保护等特征。针对快时尚服装品牌的发展,提出了突出产品差异,品牌数字化营销,

品牌门店扩张策略下沉的建议;针对快时尚服装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保护消

费者隐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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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纯电商的时代已发

展到瓶颈阶段,线上红利逐渐减少,线下传统零售也受

到电商的冲击。零售业新一轮行业变革即将到来,需
要向更高效,更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新零售应运而生,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马云在2016年云栖大会上首次提出新零售概念,指出

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必须从对立面走向统一并与物流

相结合。在新零售概念提出后,服装、化妆品、食品、电
子产品等零售行业都开始寻求如何探索新零售。经济

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地区的文化差异趋同,使得

国际快时尚品牌迅速发展。随着电子商务不断的发

展,服装业已成为互联网零售的最大品类,影响力从销

售路径渗透至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随着大数据和互联

网技术赋能供应链升级,最终会从以企业为中心转向

以消费者为中心,服装行业也将迎来商业、运营模式乃

至组织模式的重大转型升级,能否实现破茧成蝶式的

关键一跃,已成为服装行业变革进程中的重大议题。

1 快时尚服装业发展现状

徐苗认为“新零售”的革新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

利用新技术建立顾客与商品的直接联系,以解决顾客

与商品包括服务等实时连接问题[1]。蒋亚萍、任晓韵

认为新零售企业应从整合零售渠道、个性化定制、打造

社交与体验相结合的购物方式和平台三方面实施全渠

道策略[2]。万璇、徐细凤认为电子商务企业应充分发

挥大数据的价值,创新更多的新型服务模式[3]。李春

发、郭艳霞等认为全渠道零售使消费者在各渠道之间

相互转移,从而降低成本和实现盈利[4]。王荣荣指出

服装品牌文化的建设、销售渠道拓展是新零售背景下

的有效营销手段[5]。新零售模式下多品牌、绿色营销、
精准营销为营销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赵树梅、徐
晓红认为新零售是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零售进行升级,
打破过去传统观念[6]。佘碧蓉认为基于用户体验和大

数据的新零售必将取代传统零售[7]。国外文献中与新

零售对应的概念是“全渠道零售(Omni-ChannelRetai-
ling)”,Peter认为全渠道零售与多渠道零售相比包含

了更多的渠道可供消费者选择,各个渠道之间相互打

通,渠道边界变得更加模糊[8]。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财富的不断积累,

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

快时尚作为一种新的服装商业模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

快速兴起。由于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

上著名的快时尚品牌商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国内社会

结构的改变与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也成为推动快时

尚品牌在国内市场发展的动因。其一,社会结构的发

展。2018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财富总额增

长14万亿美元达到317万亿美元,增幅4.6%。人们

追求时尚且优质的产品,又受到价格的限制,往往会货

比三家,想挑选时尚、优质且价位较低的产品。正因为

有如此的消费观念,所以能和快时尚传达的理念相契

合,为国内市场推动快时尚服装品牌的高速发展助力。
其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电子技术与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2018年 CNNIC发布的第42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

6月 中 国 网 民 规 模 接 近8亿,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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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移动互联网实现全面普及并改变着消费者们

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提供给消费者任何需要的服务。
对于服装行业来说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高效便捷的购物

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因此品牌商为了能够

及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应使消费者能够在各种渠道

和触点间自由转换,以达到快速与时尚的基本要求。

2 快时尚服装业渠道模式

线上线下渠道进行协同,以消费者为中心提供无

缝全渠道购物体验,库存灵活调配是新零售背景下快

时尚服装业的发展趋势。

2.1 线上品牌引流线下

电商红利初期,线上品牌商凭借高水平电商运营

赚取流量,冲击传统品牌。随着整体行业电商化应用

不断深化,线上品牌红利正逐渐萎缩。相对于线下实

体店而言,线上最大的劣势在于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感

官体验,随着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愈加

强烈,消费者从价格导向向价值导向升级,线上的劣势

愈加明显。线上商家不得不与线下门店采用资源优势

互补的方式相互融合升级,线上线下同款同价,避免价

格因素导致的渠道冲突,线上线下门店共享库存,最大

化满足消费者需求。

2.2 实体门店智慧化升级

等待时间长、灵活度差和退货难是线上购物的通

病。线上线下打通后,门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解决线

上购物的不足。消费者在线上购买的商品,门店直送

能够做到下单后1小时发货,缩短等待时间。而异地

取货服务,则在过年返乡或出行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便

利,灵活度增加。门店的个性化增值服务,让消费者到

店取货试穿不合适时,当场可以更换产品的尺寸、颜
色,还可以免费修改裤长,大大减少退货难问题。实体

门店区别于线上购物最为重要的是以门店体验要素为

切入点,探索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VR和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并且将技术落地为实体门店建造智能

大屏,为消费者提供了虚拟试衣的体验。

2.3 智能物流

做零售就是做库存,众所周知,库存是包括服装在

内零售行业的最大问题。我国在物流基础建设方面设

备较为落后,缺乏现代化的物流仓管和跟踪信息系统,
导致库存难以实现高效准确的计划、分配与管理。信

息沟通不畅,时空发展不平衡,重要节假日物流短期需

求急剧飙升,电商节日购物、双十一、京东618购物节、

春节往往出现物流拥堵和配送不及时。在新零售业态

下,快时尚品牌商对物流做出的改进包括进行数字化

转型,渠道库存共享,线上订单线下取货,线上订单门

店配送等。品牌商通过物流自动化加快商品交付,减
少商品的库存时间,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也为品牌商

即时获得门店产品的销售信息进行实时反馈。当缺货

少货后,门店马上收集资料增加订单,让补货更及时。

2.4 线上渠道购物隐私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消费者从线上渠道购买

产品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消费者的隐私保护问题也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闻中不断报道消费者隐私受到

泄漏,随之而来针对电子商务平台泄漏隐私的投诉比

重也居高不下。根据消费者报道显示,2018年度重点

行业投诉情况前五名分别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网贷)、
电商、第三方支付、银行、共享出行。电商行业中被投

诉排名前四的平台分别为京东、天猫、淘宝、苏宁易购。
这四大平台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新零售商家,商家为了

针对每一个消费者提供最高效快捷的购物体验,收集

大量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大到职业年龄,小到穿衣喜好

都会精确收集,但是企业的数据采集技术、大型存储技

术、保密技术仍然无法将消费者的隐私进行良好的保

护,新技术的改造升级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 快时尚服装业发展建议

基于快时尚品牌优衣库、ZARA、H&M 案例,结
合代表性快时尚服装品牌优衣库的全渠道服务模式,
对快时尚服装品牌发展和快时尚服装行业发展提出以

下建议。

3.1 快时尚服装品牌发展方面

3.1.1 品牌突出产品差异

优衣库具有美学意识与性价比的产品品质与价

值,实用性、功能性、设计感是优衣库产品的极致体验。
优衣库追求以个人能负担得起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

高品质、兼具高功能与时尚设计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而本土快时尚品牌同质化严重,缺少对产品研发的投

入,产品模式单一,自主进行产品研发的较少。因此本

土快时尚要想实现产品差异化必须寻求在各个环节上

的跨界合作,通过与其他领域的合作商合作研发出难

以替代的产品,强调产品的独特性。

3.1.2 品牌数字化营销的扩展和进化

中国作为优衣库最大的海外市场,是数字化转型

较早的区域,并与本土化尝试相结合。优衣库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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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自媒体运营,通过社交媒体

积极宣传新品和新活动来吸引消费者。例如,通过对

时尚穿搭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产品宣传,其追随者看

到后会进行产品购买,使得营销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
互联网商业时代的消费者能够在各种渠道和触点间自

由转换。品牌商需要利用数字化来改造传统单向单点

的营销模式,从广度到深度全面覆盖目标客群,不断挖

掘顾客潜在需求、满足即时需求进而实现有效转化和

持续沟通。

3.1.3 品牌门店扩张策略下沉

优衣库门店主要集中在消费水平较高的一线城

市,一线城市的门店数量约占国内总门店量的30%。
近年来,优衣库发现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采
取门店扩张策略下沉与其共同成长,并且每年保持80
家以上的开店量速度递增。除了保证新店数量增长,
优衣库同样关注如何经营好每家门店以提升利润,确
保门店处于盈利状态。因此,对于国际快时尚品牌而

言,其雄厚的资本积累与完备的供应链体系结合互联

网技术,发展方向完全可以向中国二、三线城市靠拢,
对于新兴的国内快时尚品牌来说,不需要一定向繁华

商圈、高昂地段靠拢,普通地区也有其强大的购买力和

增长潜力。

3.2 快时尚服装行业的发展方面

3.2.1 让数字化成为行业基础设施

随着数字化应用不断深化,数字化事件持续获益,
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服饰品牌企业的共识。未来,数
字化将发展成为服饰行业的基础设施,一方面能极大

提升服饰零售的效率和体验,另一方面也将企业间的

竞争从局部的数字化改造程度引向更高维度的整体数

字化运营决策的能力。

3.2.2 推动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行业变革

以消费者为中心,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和服务以

及场景体验模式,由消费者定义业务能力和数字技术。
当前,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下,未来将在真正

意义上大规模地实现个性化反向定制。基于每个独立

个体的个性化审美定制,是真正的“人人都是设计师”
阶段。伴随着这一阶段发展的将是服装3D可视化、

3D打印、人体数据库建设,以及互通互认、三维人体测

量等技术的普及应用。

3.2.3 在技术和法规层面对消费者隐私进行保护

隐私权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应享有的人身权利之

一,隐私权意味着对消费者的尊重。保护消费者隐私

是实现社会繁荣稳定的关键一步,也对新零售背景下

快时尚服装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技术上,针对

规模性数据采集技术、新型存储技术以及高级分析技

术进行完善与升级,最大程度减少消费者信息泄漏;在
法规层面应完善立法与加强监管力度,加强对电商及

消费者的思想教育,完善隐私收集、存储和使用的相关

制度建设。

4 结语

近几年,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变革日新月异,数字

化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领域。为了迎合数字时代的

消费者需求,以优衣库、H&M、ZARA等为代表的国

际快时尚服装品牌纷纷探索数字化转型,整合线上线

下,从而提高了消费者体验,取得了显著商业效果。通

过关注新零售背景下快时尚服装业全渠道服务模式,
对新零售背景下服装品牌全渠道服务模式的具体运作

方式进行研究,以期对快时尚服装品牌发展、快时尚服

装行业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快时尚服装品牌应突

出产品差异、提升品牌数字化营销水平、实施门店扩张

下沉策略;快时尚服装行业应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推
动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行业变革、保护消费者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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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品牌风格的分析以及童装装饰元素设计的探讨。笔

者认为:当前童装设计装饰元素一定要符合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不要因为成人风的影响,而缺失了原本的

纯真形象。首先要立足于本土的童装设计理念,从儿

童自身出发,再丰富其装饰风格元素的形象,增加艺术

性与审美性。使我国的童装设计更全面的适应当下消

费者的需要和市场流行趋势的变换,从而提高童装品

牌的竞争力,逐步增强消费者对本土童装品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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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ApplicationofDecorativeElementsinChildren'sClothingDesign
LIYi-li,CHENXiao-ling*

(CollegeofTextileandGarment,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201,China)

  Abstract:Takingthecombinationofmodernchildren'sclothingdesignanddecorativeelementsastheresearchsubject,inviewof

thedifferenceproblemofclothingstyleincurrentchildren'sclothingmarket,theresearchmethodofaestheticfeaturesofdecorative

elementsinthedesignofchildren'sclothingwasadopted.Itwasfoundthatthepositioningofthestylecontentandthedevelopment

directioninchildren'sclothingdesignwassteadilyupgarding.Itwaspointedoutthatdomesticchildren'sclothingbrandsshouldde-

signtheirdecorativeelementsfromthetrendofchildren'sclothingdesign.Theapplicationofdecorativeelementstyleinchildren's

clothingwassummarizedfromthepresentsituationofchildren'sclothingmarket,children'sclothingbrandstyleandpopulartrend.It

couldprovidetheconceptionanddesign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hinesechildren'swearmarket.Theinheritanceanddevelop-

mentwerecarriedoutincombinationwiththecurrentchildren'sweardesigntoimprovethecompetitivenessofchildren'swearbrand.

Children'sclothingdesignshouldbemorecomprehensivetomeettheneedsofcurrentconsumersandthechangeofmarkettrends.

Keywords:marketsituation;children'sweardesign;decorativeelement;children'swear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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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evelopmentModel
ofFastFashionIndustryintheNewRetailEra

GUOJing
(SchoolofManagement,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thenewretailera,thedevelopmentmodelofthefastfashionapparelindustryhadchanged.Accordingtotheresearch

ondevelopmentstatus,itwasfoundthatthefastfashionclothingindustryhadthecharacteristicsofonlinedrainageoffline,intelligent

upgradeofphysicalstores,intelligentlogistics,andonlinechannelprivacyprotection.Aimingatthedevelopmentoffastfashion

clothingbrands,thesuggestionsofhighlightingproductdifferences,branddigitalmarketingandbrandstoreexpansionwereputfor-

ward.Inresponsetothedevelopmentoffastfashionindustry,itwasproposedtobuildadigitalinfrastructure,takeconsumers'needs

asguideandprotectconsumers'privacy.

Keywords:newretail;fastfashion;clothing;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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