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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90后群体为调研对象,通过网上问卷方式了解其袜子消费市场的现状及特征。通过数据分析得到袜子品

牌并不是他们最注重的消费因素,而高质量、价格合理及袜子图案的美观与情趣特性才是他们比较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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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学界对80后的定义,90后就是指出生于

1990-1999年这一时期,年龄范围在18~28岁之间的

人[1]。较80后而言,90后生活的环境、条件有了明显

的改善。据文献可知,90后早已成长为一个新兴的消

费群体,他们消费潜力巨大,其消费金额和消费类型要

远比70后和80后群体丰富得多,可以说已成为当前

的主力消费群。另外,90后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消费

群体,他们的消费行为也影响着家庭及周边朋友的消

费观念[2-3]。
目前,对于90后消费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狭义的

服装方面,像袜子的消费需求研究很少涉及。此外,针
对袜子消费研究方面涉及到袜子的舒适性、袜子的造

型设计、袜子上的图案设计等,关于消费者对于它的购

买需求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4-6]。
袜子的发展几乎是与服装同步的,它可看作是人

们腿部的一种服装。袜子是人们展示个性和品位的重

要方式,作为人们日常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的重要性

已不亚于鞋子、帽子、围巾等其他服饰品。对于时髦爱

漂亮的人士,袜子成为了让他们打扮更出彩的独特装

饰品。目前,新品种的开发进展很难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让消费者长期接受,所以部分系列设计在市场上往

往只能昙花一现,很少能够大批量持续被市场所接

受[7]。因此,了解90后对袜子消费的特点及需求态

度,可对袜业的产品设计开发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也
能为袜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

1 调研方法

市场调研采用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回收

130份调查问卷,去除不合格的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24份,回收率为95.4%。统计出相关数据后,再根据

回收样本数据对10名在校学生及社会工作人员进行

随机走访验证,得出实访数据与网络调研数据规律基

本一致。调研问卷主要由消费者背景特征因素、内部

因素和外部因素3部分组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分布情况

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调查针对的样本是1990-
1999年出生的人群,这一群体的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

56.45∶43.55,比例相当,保证了问卷数据的有效性不会

因为性别原因而出现较大偏颇,确保了研究的科学性。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性别/职业 数量/人 比例/%

女 70 56.45
男 54 43.55

在读学生 44 35.48
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员 46 37.10

公务员、事业单位 20 16.13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6 4.84

其他(自由职业者、自主经营者) 8 6.45

2.2 内部因素分析

内部因素主要是指购买者的心理活动过程,主要

指投入因素和外在因素对购买者心理活动的影响[8]。

2.2.1 对袜子各因素的关注度分析

90后对袜子各因素的关注度见表2,排名前5的

因素分别为质量、吸湿排汗、价格、材质和做工,说明90
后对于袜子既有高质量的要求,也有价格合理的要求。
排名第6的是图案,图案是袜子最直观的表现元素,是
展现穿着者独特性的重要因素,说明90后注重自我个

性的表达与释放。关注度最低的是品牌,说明对90后

来说,品牌并非他们购买袜子的主要考虑因素,他们在

消费中更多的是看重袜子带来的心理体验及带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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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表2 袜子各因素的关注度分析

排名 产品因素 数量/人 比例/%

1 质量 88 70.97
2 吸湿排汗 82 66.13
3 价格 62 50.00
4 材质 50 40.32
5 做工 46 37.10
6 图案 44 27.42
7 保暖 38 22.58
8 工艺 36 29.03
9 风格 34 27.42
10 防臭 28 22.58
11 品牌 18 14.52
12 其他 18 14.52

2.2.2 对袜子材质的喜好

由表2可知,90后对袜子的材质比较看重,表3为

90后对各种材质袜子的喜好程度,棉、麻、莫代尔比较

受欢 迎,对 材 料 不 了 解 及 其 他 选 项 仅 占3.23%和

1.61%。这充分说明了90后对袜子的材质已经有了

一定的了解,不会因为外人的介绍、推荐而冲动购买,
他们均具有了独立的消费意识。

表3 袜子材质的喜好分析

排名 材质 数量/人 比例/%

1 棉 86 69.35
2 麻 48 38.71
3 莫代尔 36 29.03
4 锦纶 22 17.74
5 丝 20 16.13
6 对材质不了解 4 3.23
7 其他 2 1.61

2.2.3 对搭配、流行趋势、设计理念的考虑

由表4可知,超过半数的90后对于袜子与服装、
鞋子的搭配,袜子的展现符合服装的流行趋势,袜子的

图案是基于某种价值观和审美观所形成的外观样式和

风格理念这三个方面都持关注的态度。说明除了袜子

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外,如同服装一样,90后对于它的

美观和情趣也一样较为重视,90后具有和其他时代群

体不同的袜子消费观念和审美水平。

2.2.4 在购买袜子时能接受的价格

如图1所示,90后在购买袜子时,能接受的价格主

要集中在5~15元之间,其中5~10元所占的比例是

30.16%;10~15元所占的比例是34.92%;20~30元

和30~70元所占的比例均为3.17%;70元以上的没

有人考虑。由表1、表2的调研分析可知,90后更加注

重产品的高性价比。

表4 对搭配、流行趋势、设计理念的考虑分析

项 目 数量/人 比例/%

是 68 54.84
注重搭配 偶尔 50 40.32

否 6 4.84
是 62 50.00

注重流行趋势 偶尔 42 33.87
否 20 16.13
是 58 46.77

注重图案的外观和风格 偶尔 36 38.71
否 38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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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购买袜子时能接受的价格

2.2.5 对袜子风格的喜好

90后袜子风格喜好统计数据见表5,干净简约风

格占了最大的比例,其次是带有个性的图案或logo。
男性、女性喜欢的风格相同或类似,这也许和现在男女

产品的定义及界限变得模糊而使得模糊性别的产品被

认为是一种新时尚有关。
表5 袜子风格的喜好分析

排 名 风 格 数 量/人 比 例/%

1 干净简约 84 67.74
2 带有个性的图案或logo 64 51.61
3 复古田园风 44 35.48
4 学院风 40 32.26
5 卡通可爱 22 17.74
6 其 他 2 1.61

2.3 外部因素分析

外部因素主要指促销因素、他人推荐因素、购买时

间和地点因素等其他刺激因素对90后做出选择的影

响[9]。

2.3.1 购买时间和地点

购买时间如图2所示,90后“看到喜欢的就会买”
占了41.94%、“看到划算的就会买”和“穿坏了再买”共
占了45.16%。说明90后在袜子消费过程中,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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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性消费。
购买地点如图3所示,网购是90后购买袜子的主

要渠道,超市(便利店)、内衣专卖店、地摊和商场(大型

购物中心)这4种购买地点所占比例差别不大。对90
后来说,无处不在的网络世界如网络商店、网络广告等

独特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消费习惯。

穿一段
时间就买
12.9%

穿坏了
再买

22.58%

看到划算
的就会买
22.58%

看到喜欢
的会买
41.94%

图2 购买时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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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购买地点分析

2.3.2 认识品牌的途径

如图4所示,相对其他认识品牌的途径而言,网络

成为主要的途径,这与网购是90后购买袜子的主要渠

道有关,其次是促销信息、街头广告和朋友、同事推荐

等。再次说明了90后喜欢性价比高的袜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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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认识品牌的途径

2.3.3 包装设计

从表6可以看出,有40.32%的人注重袜子的包装

设计,29.03%的人偶尔注重袜子的包装设计,30.65%
的人不注重袜子设计。这充分说明袜子产品具有高质

量、高品质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外在的包装

设计也是消费者的购买要素之一。
表6 包装设计关注分析

关注度 数 量/人 比 例/%

是 50 40.32
偶尔 36 29.03
否 38 30.65

3 结论

(1)90后袜子消费的主要特点为:相对于品牌而

言,他们更注重性价比高的产品;对于袜子所传达的文

化及某种生活需要比较注重;在袜子消费过程中具有

独立的消费观念,不被其他因素所干扰;相对其他时代

的人群,由于物质富裕程度的提高,具有一定冲动消费

倾向。
(2)90后在进行袜子产品消费时还不太注重袜子

品牌。说明袜子品牌未在其心中建立一定的可信度或

袜子品牌之间差异度不大,建议相关厂商通过注重袜

子品牌的建设以吸引其对袜子品牌的忠诚度。
(3)90对于袜子产品的的美观和情趣较为重视,

流行趋势在一定时空内是最广泛的社会思潮和审美情

趣,基于此,设计师可以结合当代服装流行趋势对袜子

产品进行造型设计及图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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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0%,温度一般控制在23~30℃,车间温度过

高,相对湿度低于50%时纱线毛羽明显增多。因此空

调部门要注意温湿度调节,减少日夜及位置差异。

3 结语

细纱及络筒是引发毛羽增加的主要工序,不正确

的纺纱工艺会使毛羽增加1.5~2.5倍。络筒工序由

于生产车速高、张力大、摩擦多,毛羽会增加3~5倍,
因此减少纱线毛羽“前纺是基础、细纱是关键,络筒是

补充”,纱线毛羽是考核纱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减

少纱线毛羽必须从原料的选配、纺纱工艺的设计、设备

状态、温湿度调节、操作水平、纺纱全过程的质量追踪,
系统地加以控制,这样才能降低毛羽,纺出光洁、质量

好的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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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auseandImprovementMeasuresofYarnH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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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yarnhairinessanditsvariationmainlyformedinthespinningprocessandincreasedinthewindingprocess.Ithad

differentdegreeofinfluenceontheyarnquality,weavingproductionefficiencyandthegradeandstyleoffinishedproduct.Itwasthe

importantpartsinoverallqualitycontrolofyarn.Thereweremanyreasonsfortheformationofyarnhairiness,suchasrawmaterial

performance,technologicalparameters,equipmentstatus,operatingspecification,environment,temperatureandhumidity.Therea-

sonswereanalyzed.Theimprovementmeasureswereputforwardtoreducetheyarnhairinessandimproveyarnquality.

Keywords:yarnhairiness;rawmaterialproperties;technologicalrationality;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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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resentsitu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thesockconsumptionmarketwerestudiedthroughonlinequestionnairesur-

veywithpost-90sastheresearchobject.Dataanalysisshowedsocksbrandwasnotmostvaluedconsumptionfactors.Highquality,

reasonableprice,beautyandinterestofsockspatternwerethefactorsthattheyweremoreconcerned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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