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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费诉求



02 类目分析

过去一年套装销售数据趋势

1-3月：春夏上新-潜力款-周边拓款

4-5月：斋月-孵化爆款

6-8月：古尔邦节-爆款持续销售

9月：秋冬上新-黑五测款

10-11月：黑五-一年最高峰

12月：秋款清仓



 客户满意度

男装目标评分：1.3
套装平均分：1.06

商品丰富度
商品同质性高，新品更新慢；缺少独立站、本土网站开款供应商

海量铺货型商家较多，懂数据运营、精准选款的供应商很少

商家自运营



03 企划核心

①

客户满意度

②

商品丰富度

③

商家自运营

核心目标：通过优质的商品、足够丰富的商品以及供应商成熟的自运营能力最终达到类目稳定复看、复购



 客户满意度

男装目标评分：1.3
套装平均分：1.06

·与描述不符：25%（涉及面料、图实不符等）
·质量问题：48%质量差+一般
·尺码问题：评价尺码偏大：15%，评价尺码偏小26%

→

·面料舒适度，图实相符
目标：与描述不符评论占比<10%
--添加实拍图、面料近图，由于面料原因构成差评的必须更换面料/下架

·质量做工
由质检环节来淘汰低质量做工商品

整改



 客户满意度

男装目标评分：1.3
套装平均分：1.06

·与描述不符：25%（涉及面料、图实不符等）
·质量问题：48%质量差+一般
·尺码问题：评价尺码偏大：15%，评价尺码偏小26%

→

·尺码
目标：尺码偏差评论占比<20%

--必须按照实测尺码填写

--源头上改成标准欧码
1）普遍来说，1688上的货源（尤其挂拍／平铺韩版休闲套装）会比标准欧码偏小2个码（不同款式尺码偏差不同），
已有商家根据这一问题进行衣服尺码改版，建立有能力的商家进行此操作，具体可参考shein同款尺码参数或
咨询运营

2）若拿货商无法在源头上进行尺码改版，建议根据实际偏大偏小数据进行剪标并重新缝制。例如：用户下单
M码，商家知道此款偏小，发货前自行进行尺码标的更改，发实际为XL码的商品，注意一定要有尺码标，
不可以只把原有尺码标剪掉而不重新缝制

--添加尺码偏差提示
在商品详情展示页第二张添加GIF图的“此商品偏小/大”的提示，提醒用户注意尺码大小

整改



 商品丰富度

本地网站/独立站的供给--非常缺

上饶系印花套装-过多

潮流款、有设计元素款--缺

1688 韩版休闲--已有

海外推广中经常爆的本土素材，来源
instagram 
欧美模特图／产品细节图

主要为铺货型商家自行上款
有质感的系列少
缺少能主动挖掘热点和流行趋势的商家

类比shein图
独特的拍摄风格

挂拍图、亚洲模特图
缺少能印花的源头商家

标准欧码商品-缺

站内商品普遍偏小，尺码满意度低

功能款-缺

专业健身系列
胖人系列（一定要带欧美胖模图，不要亚洲
模特，也不要无图只有文字描述的）



上什么？



上什么？



如何通过站内拓品？快人一步

Step1:
下载fordeal APP---APP账户里面地区切换沙特阿拉伯--写进手机号---再
报备给商家客服登记---审核完就可以输入ID看自己店铺的商品了。【建议
关注：Fordeal 微信公众号】

Step2:
进入男装套装类目页--勾选popularity(热卖)--自行总结热卖的元素、系
列、风格--进行现有爆款的拓款

不要盲目跟同款！



怎么上？

图片优化：
·主图建议3:4（900px*1200px),可放单图，也可放拼图，建议不要拼
得很杂乱，只把热卖颜色拼起来就可以，最多不要超过4个板块
·模特图在前(多上有欧美模特的图，亚洲模特的把头切掉)，实拍图在
后，不要杂乱
·首图GIF动图，吸引眼球

价格优化：
·供货价是否合理，同款或同类型是不是比别的店铺贵很多？不建议为
了比价用劣质面料

CPV优化：
·勾选项无论必填或选填，建议都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但不要乱填错填，
不明白的请@思概sky，有问必答



怎么上？

CPV商品属性填写：

·运动套装（只有专业健身服和足
球训练服才是运动套装！其他全部
都是时尚/休闲套装！）



怎么上？

CPV商品属性填写：时尚/休闲套装

印花类（指图案并不是在生产出货的时候就有的，是后印上去的）

必须选图案设计，按实际填写！



怎么上？

CPV商品属性填写：时尚/休闲套装



怎么上？

CPV商品属性填写：时尚/休闲套装

非印花类：指原厂出来即为成品的商品

图案设计选“其他”，然后按照分类填写风格，请一定按一下分类填写，不要错填乱填！



怎么上？ CPV商品属性填写：时尚/休闲套装



怎么上？ CPV商品属性填写：时尚/休闲套装



上架后做什么？

橱窗位：
基于店铺考核情况不定期调整橱窗位个数，具体发放规则请关注男装QQ群
或Fordeal商家论坛。
单次推广将为单个商品最多新增4000曝光机会，新品激发为潜力品的免费
工具！建议选取新品且流量在500-2000之间，点击率>2%,加购率>10%



 数据监测：

爆品：7天销量>30件，或30天销量>100件，可自行总结热卖点进行拓款验证

点击率差：<1%,款式不吸引当地受众
在1%-2%之间，需要优化主图

加购率差：<10%，断色断码，价格过高
转化率差：<10%，看到别的同款价格更合适，去别的链接下单了

 报名活动：当类目群发出活动报名时，务必积极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给出有竞争力的折扣价格



 商家自运营

现状：大量铺货选品持续出爆款--较多

目标：研究数据，精准反推选品，全年稳定销售
从大量铺货的供应商中，培育出供应商会通过研究数据选品、优化商品，并且最终达到自运营状态

寻求：
1）熟悉wish、速卖通、亚马逊、Joom等有运营能力(有计划、有诉求)的供应商；
2）熟悉独立站款式开发、打板，且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供应商；
3）有欧美／黑人模特商品图／商品细节图拍摄能力的供应商

有以上资源的商家请联系@思概sky，QQ：1696336598
附上1688或者外网店铺链接，另外附上商品报价表（包含
图片、价格、码数范围、颜色等）



类目企划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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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费诉求

 消费者分析【中东为主】

 用户需求与偏好

*关键词：16-40岁年轻群体、冲动消费、网购意愿强、热衷于购买夏季服饰，价格敏感型

场景需求 运动、日常休闲、度假

季节需求 一般夏季T恤最为热销，季节性需求强

丰富度需求 通过各类风格T恤满足该需求：基本款、印花风、时尚潮流等

满意度需求 尺码适中、注重质量、面料跟性价比

ip需求 通过ip印花满足此方面需求：动漫、明星、影视、体育、热点等

领型 圆领、V领

袖长 短袖、长袖

价格偏好 倾向于购买在价格段在30-50sar的T恤

仿品/品牌需求 擦边元素、仿品、品牌



02 类目分析

2019年全年T恤销售数据趋势

1-3月：春夏上新-测款为主，培养潜力款

4-5月：斋月-孵化爆款，全年销售高峰

6月：开斋节-销售低谷，趋于平缓

7-8月：古尔邦节-夏款继续爆发，销售小高峰

9-10月：秋季-销售淡季，换季清仓，可上长袖款T恤

10-12月：黑五-销售有小幅上升，往后销量逐渐走低

——品类
定位：季
节性类目，
热销期主
要集中在
夏季，高
峰期4-6月。





版块 现状

商品
丰富度

前台虽有风格透出，但cpv【商品属性】的配置仍有较大问题，导致风格展示不够精准

商品同质性较高，部分风格商品尚缺：时尚潮流、ip印花风、度假风等T恤

满意度 T恤平均评分1.22，低于1.3目标值

价格段 T恤主流销售价格段（sar）：30-50sar\50-80sar；目前站内存在大量80sar价格段以上的商品

图片
部分首图拼图杂乱、大量同质图片导致商品点击率并不高

轮播图里缺少实物图、容易导致实物图与效果图不符，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分

商家 海量铺货型商家较多，懂数据运营、精准选款、能有效配合开款，具备自运营的KA商家较少

T恤类目现状



03 企划核心

① 客户满意度

② 商品丰富度

③ 商家自运营

➢ 核心目标：
通过物美价廉且丰富的商品，以及供应商成熟的自运营能力，满足用户的购物需求，最终实现用户稳定的在
fordeal复看、复购

通过图片优化、改善面料、质量、优化尺码等提高商品评分 T恤——男装目标评分：1.3

以企划为抓手，指导商家上新，满足站内各类风格的商品补缺 T恤——目前前台已有8大风格透出

通过扶持有潜力的商家，逐渐培养出具备自运营能力的商家 T恤——目前ka商家少



 客户满意度

男装目标评分：1.3

T恤平均分：1.22

·与描述不符：图实不符，标题or商品属性存在误导用户的嫌疑

·质量问题：面料问题，做工差等

·尺码问题：尺码偏大or尺码偏小

→

·与描述相符
7天销量>10件的热销品：添加实拍图、面料、细节近图——降低用户预期；正确填写标题和商品

属性，不要误导用户【3d印花T恤目前该问题较严重】

·尺码
7天销量>10件的热销品：同套装【亚码的服饰一般存在尺码偏小的问题】

·质量做工
由质检环节来淘汰低质量做工商品；发货时商家自行检查商品质量；集货商更新优质货源、自有工

厂自行提高出厂的商品质量

整改



 商品丰富度 提高商品丰富度的重要一环——上新！！！

·基本款
基本款中的纯色、格子、条纹目前站内仍有较大的补缺空间！

上什么？



上什么？ 商家可根据优先级规划上新！！！

·时尚潮流
时尚潮流特有的拼色拼接、扎染、迷彩跟涂鸦为新兴热销元素，站内补缺空间巨大！



上什么？ 商家可根据优先级规划上新！！！

·时尚潮流
时尚潮流中图案跟字母印花动销情况很好！可持续加快上新节奏！

·欧式
欧式-巴洛克印花为新兴热销元素，在前台透出后，转化情况很好！



上什么？ 商家可根据优先级规划上新！！！

·印花风
IP为印花的T
恤一直为站
内长青热销
元素，但目
前站内【左
图】大部分
都为旧款，
新的印花类
型较少，商
家可持续挖
掘并上新！

印花风的热
销要点就是
要紧跟时事
热点！



上什么？ 商家可根据优先级规划上新！！！

·创意风
创意风也为站内新开的风格，目前在销品很少，产品适合站外推广，更容易起量！

·上新方向总结
①T恤企划上新指导——基本款、时尚潮流、印花风等
②店内or站内热销拓款
③外网友商平台热销款【中东站】

·度假风
创意风为站内新开的风格，目前在销品少，潜力巨大！



怎么上？

上对类目：
·Polo衫不要上到短袖T恤类目下；
·运动短袖不要上到普通的T恤类目下；
·球衣球服不要上到T恤类目下

图片优化：
·主图建议1:1（800px*800px),可放单图，也可放拼图，也可制
作成GIF动图；建议只把热卖颜色拼起来就可以，主体必须要
清晰，最多不要超过4个板块；白底图可增加简单背景等；商
品展示可以有多种形式：平铺、挂拍、模特等

轮播图增加细节图：
·不要杂乱上图，建议模特图、效果图、实物远图在前，细节图
在后；细节图可放面料近图、印花细节、做工细节图等

价格优化：
·供货价是否合理，同款或同类型是不是比平均价格贵很多？
不建议为了比价用劣质面料【热销品供货价格段：10-50 】

A
B
C
D

建议！只展示热卖颜色！不需要全部展示！



怎么上？

填写cpv【商品属性】的常见问题

①明明衣服上有印花设计，却要选择基本款！基本款的图案设计只有4种！纯色！条纹！格纹！品牌logo！

CPV优化：
·勾选项无论必填或选填，建议都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但不要乱填错填
·有疑问请先看上次cpv填写的宣导资料！还有疑惑的地方可直接与类目同学沟通，做到人懂我也懂！

❌

✔️



怎么上？

❌

✔️

❌

✔️

❌

✔️



怎么上？

填写cpv【商品属性】的常见问题

②印花风跟时尚潮流风混淆在一起

一般T恤+ 简单印花， 风格选印花风，图案设计项中， 如果图案占比高就选图案印花， 字母占比高就选

字母印花，如果是IP类型的印花就选对应IP，是数码印花技术的就一定要选3d印花，3d跟IP为印花风特有的，

其他风格的商品不许填选该属性项！

版型宽大的T恤+时尚设计元素or复杂、大面积印花，风格选时尚潮流，图案设计项一般为拼色撞色、扎染、

迷彩、动物纹，图案印花、字母印花



如何通过站内拓品？快人一步

Step1:
下载fordeal APP---APP账户里面地区切换沙特阿拉伯--写进手机号---再
报备给商家客服登记---审核完就可以输入ID看自己店铺的商品了。【建议
关注：Fordeal 微信公众号】

Step2:
进入男士T恤类目页--勾选popularity(热卖)--自行总结热卖的风格、设
计元素--进行现有爆款的拓款【不是盲目跟款哈！！！】



上架后做什么？

橱窗位：

基于店铺考核情况不定期调整橱窗位个数，具体发放规则请关注男装QQ群

或Fordeal商家论坛。

单次推广将为单个商品最多新增4000曝光机会，大概率可以激发新品为潜

力品！建议选取曝光在1000以下，点击率>1.5%，加购率>10%的T恤新品



 数据监测：

潜力新品：点击率>1.5%，加购率>10%，7天销量>10件，可跟运营申请流量扶持

爆品：30天销量>60件，可自行总结热卖点进行拓款验证

点击率差：<1%，款式不吸引、图片单调简单、让人没有点击欲望

在1%-1.5%之间，需要优化图片，如主图采用拼图、GIF动图、增加细节图等

加购率差：<5%，sku问题较大，如断色断码，价格令人犹豫

下单转化率差：多半与价格相关，或者跟整体的曝光量很低有关

 积极参与活动，进一步加大曝光，获取转化
当类目群发出活动报名时，务必积极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给出有竞争力的折扣价格



 商家自运营

现状：大量商家不具备自运营能力，缺乏选品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电商运营经验以及开款能力等

目标：培育出具备自运营能力的ka商家，全年稳定销售

从大量铺货的供应商中，寻找有潜力配合度高的商家，通过运营扶持，逐渐培育出具备自运营能力
的商家，可做到合理分析数据，精准选品上新、优化商品，最终实现稳定销售

产品同质性高、质量
差，配合度低的商家 ❌ 产品具备竞争力、性价

比高，配合度高的商家 ✔️



为即将到来的7-8月的古尔邦节活动~请商家积极上新！！
根据指导上新的并且正确填写商品属性【cpv】的潜力新品

有机会获取更多的流量扶持！

洪爷QQ：
87575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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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费诉求

➢ 消费者画像

· 年龄：20-40岁的中东男性用户

· 地区：以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国家为主

➢ 消费需求

· 风格需求：以度假风、休闲风为主，以及其他场景需求风格，如商务风、英伦风、运动风、日韩风等。

· 属性偏好：对衬衫的面料、版型要求较高

· 穿着场合：度假旅游、日常外出为主，工作场合较少

➢ 购买动机

· 季节刚需： 6-8月短袖衬衫销售高峰，10-11月长袖衬衫销售高峰

· 换季：换季上新or换季清仓

· 大促：斋月、古尔邦节



➢ 购买倾向

· 面料：倾向亲肤舒适的面料，纯棉＞棉麻＞牛津纺＞真丝

· 风格： 时尚风 ＞ 商务风 > 嘻哈风 ＞ 民族风；

· 类型：夏威夷印花款＞ 棉麻款 > 商务纯色款 > 格子/波点/条纹基础款＞性感款（透视等

· 价格：偏好100Sar以下（采购价：￥20-50）

1. 根据购买倾向上新商品：时尚风、商务风；

2.价格段在100Sar以下的比较有优势——控制性价比；

3.精确配置面料、版型、风格——便于消费者精准搜索



02 类目分析

➢ 2019年销售趋势

· 1、2月，消费需求减弱、类目销售小低谷

· 3-5斋月，消费需求快速回温，类目销售小高

峰

· 7月开始需求回温，为销售高峰期 ①季节需

求；②古尔邦节

· 9月节后&换季，销售下滑

· 黑五平台流量带动小幅波动上升，类目平稳期

——品类定位：季节性类目，热销期在夏季4-9
月,巅峰期5、7月。



· 6月：上新+精准配置

· 7-8月：配合打造爆款，备好库存&活动提

报&折扣设置

· 9月：夏季库存盘点清仓，秋冬季新品上新

· 10月：秋季热卖维稳，冬季新品上新

· 11、12月：冬季热卖维稳，换季盘点促销

03 企划核心



上什么？
➢ 时尚风之棉麻元素

时尚风：衬衫主流风格！可开发各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棉麻元素：时尚风中的新兴热销元素！站内款式仍有补缺空间！



上什么？
➢ 时尚风之棉麻元素

时尚风：衬衫主流风格！可开发各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棉麻元素：时尚风中的新兴热销元素！站内款式仍有补缺空间！



上什么？
➢ 时尚风之印花元素

时尚风：衬衫主流风格！可开发各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印花元素：时尚风中的热销元素！站内款式仍有补缺空间！



上什么？
➢ 时尚风之条纹、格纹元素

时尚风：衬衫主流风格！可开发各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条、格纹元素：时尚风中的经典元素！站内款式仍有补缺空间！



上什么？
➢ 时尚风之特殊面料元素

时尚风：衬衫主流风格！可开发各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特殊面料：如牛仔布、透明网纱质感等面料站内仍有补缺空间！商家也可

自行开发其他非常规面料，如真丝等。



怎么上？

➢ 图片优化

· 亚洲模特切头，凸显上衣主体

· 细节图3-4张，凸显做工、面料等价值感

· 多色款可拼图展示，图片重复度不要过高

➢ CPV精准配置

· 风格属性：时尚、商务、嘻哈、民族（经常有商家填错！！）

· 面料属性：非棉麻类的商品不要误选为棉麻类

➢ 系列上新：同风格、同元素系列上新（风格相同的便于系列推广）

➢ 低价格段设置

设置低价款引流

√ × √



风格属性：商务、嘻哈、民族（经常有商家填错！！）

其余印花、条纹、棉麻性感等元素的正常版型都属于时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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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费诉求

➢ 消费者画像

· 年龄：20-30岁的中东男性用户

· 地区：全球化市场（阿语系国家占46%，英语系和小语种国家占54%）

➢ 消费需求

· 风格需求：以欧美时尚风、日韩时尚风为主，商务风为辅

· 版型偏好：偏好修身版型，标准版或宽松版占比较少

· 穿着场合：日常外出、居家、少量商务需求

➢ 购买动机

· 季节刚需： 牛仔短裤夏季销售高峰，牛仔长裤全年销售长青。

· 换季：换季上新or换季清仓

· 大促：斋月、古尔邦节、黑五



➢ 购买倾向

· 版型：紧身＞标准＞宽松

· 风格： 欧美时尚风 ＞ 日韩时尚风 > 商务风

· 类型：紧身破洞款＞ 宽松休闲款 > 商务纯色款

· 价格：偏好120Sar以下（采购价：￥50-60）

1. 根据购买倾向上新商品：欧美紧身款；

2.价格段在120Sar以下的比较有优势——控制性价比；

3.精确配置风格、裤型——便于消费者精准搜索



02 类目分析

➢ 2019年销售趋势

2-3月：春夏上新-季节新品挖掘

4-5月：斋月-春夏爆款维稳

6-7月：古尔邦节-春夏爆款深度挖掘

8-9月：秋上新-秋冬新品挖掘

10-11月：黑五-爆品维稳（库存、质量）

12月-1月：年末清仓&过年活动

——品类定位：长销型类目，热销期在节日大促和换季



➢ 类目运营核心

· 2-3月：春夏根据企划大量上新

· 4-5月：爆品维稳——备货充足、调低价格、

活动提报

· 7-8月：爆品维稳——备货充足、调低价格、

活动提报

· 10月：秋冬新品上新

· 11-12月：爆品维稳——备货充足、调低价

格，活动提报



03 企划核心

➢ 品类定位：全年长青类目，经典款式生命周期较长

运营核心：短期目标：经典款挖深+拓周边款

长期目标：商品丰富度 + 精准展示

➢ 商品结构分析——目前缺少欧美时尚、日韩风和商务风

①设计：破洞、拉链、贴布、刺绣！

②风格：以欧美时尚为主，目前仍需补缺；日韩风、商务风为辅，少量补缺。

③价格：主流价位商品（100-120Sar，供货价40-50RMB）

➢ 6、7月企划重点：经典款深度+拓周边款

①经典款备好库存、调低价格、活动提报、规范细节（图片&属性）+周边款拓款；

③补充主流价位商品！！（售价：100-120Sar，供货价：￥40-50）



上什么？
➢ 欧美时尚风：牛仔裤热销主流风格！可开发各

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如特色裤边、纯色等时尚元素。



上什么？
➢ 欧美时尚风：牛仔裤热销主流风格！可开发各

种流行元素进行上新

如破洞、迷彩等时尚元素。



上什么？
➢ 日韩风：目前站内商品数较少，需要开发各种设计元素上新补充

➢ 商务风：需进一步补充高品质的款式，如国内大牌、欧美大牌等。



上什么？
➢ 牛仔短裤：站内款式较缺，看多开发各种热销元素上新，如破洞、贴

布、刺绣等，供货价￥30-40。



怎么上？

➢ 图片优化

· 模特上身图、凸显牛仔裤主体，场景更佳

· 细节图3-4张，凸显做工、面料等价值感

· 多色款可拼图展示，图片重复度不要过高

➢ CPV精准配置

· 风格属性：欧美时尚、商务、日韩

· 流行元素：破洞、拉链、贴布、刺绣

· 裤型属性：直筒裤、窄脚裤、阔腿裤

➢ 重量设置：精确，请勿随意填写。重量少填：下架风险；重量多填：减少价格吸引力

➢ 价格段设置

· 选个别款作超低价款引流

√ √ √



如果你
1.熟悉wish、速卖通、亚马逊、Noon等跨境电商运营
2.有探索市场热点、原创设计能力
3.有性价比高的货源
4.商品数据达到以下标准

欢迎私聊
衬衫品类运营：南乔

QQ：811449208

7、8月古尔邦节是衬衫、牛仔裤销售的全年
高峰期，6月请大家积极上新！为即将到来
的销售高峰做准备！

① 曝光量＞1000，点击率＞2.5%，加购率＞10% 或 ②上架一周内下单件数＞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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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费诉求

 消费渠道
·线下商场为主
·Fordeal等电商平台

购买场景
·日常
·居家—垮裤
·沙滩—沙滩短裤



 关注点
·尺码
·面料
·做工

 选择偏好
·版型：整体宽松，正常比中国码大两码
·裤型：锥形裤、哈伦裤、短裤、工装裤


购买频率
·常年购买，无明显的衰落期
·节假折扣有高峰—斋月，黑五



01 消费诉求

 风格
长裤: 阿拉伯风>常规款>潮流款>商务款

短裤: 常规款>沙滩裤>工装裤
供货价建议
长裤：70以下（非品牌款）
短裤：30以下



02 类目分析
2019年休闲裤销售数据趋势

月份 1-2 3 4-5 6-7 8-9 10-12

状态 春节放假 春上新 斋月大促 古尔邦节 秋上新 黑五

核心 销售维稳 拓款 增加销售 上新和增加销售 上新和稳定销量 增加销售

操作 春节备货 新品测试 爆款打造 夏季款持续爆发 新款上新和测试 爆款打造

2020年销售节奏一致
平常稳定，大促爆发



03 企划核心

①

客户满意度

②

商品丰富度

③

商家自运营

核心目标：通过优质的商品、足够丰富的商品以及供应商成熟的自运营能力最终达到类目稳定复看、复购



 客户满意度

男装目标分：1.3
休闲裤平均分：1.12

·尺码问题：尺码偏小：21%
·与描述不符：25%（涉及面料、图实不符等）
·质量问题：48%质量差+一般

→

·尺码
目标：尺码偏小评论占比<15%（尺码正常和偏大裤子都还能穿，偏小就穿不下，基本就会差评）
尺码填写建议：

--必须按照实测尺码填写，尤其是臀围，没有的一定要去补充
--添加尺码偏差提示（图片上写阿语的“请买大X码”）
--源头上改成标准欧码（建议短裤M码腰围约68cm，臀围约104cm，长裤M码腰围约78cm，臀围

约110cm）
·图实相符

多角度拍图，已经多次强调不要只上传颜色图，要上传细节图和模特图，且要把这些最好看的图放
在最前面
·质量做工

由质检环节来淘汰低质量做工商品。多线头，跳针多等做工问题一律淘汰

整改



 商品丰富度

现休闲长裤和短裤都已经分类好，休闲裤会按照每个入口分配流量
填错的将无法获得这部分的流量
商家要做的是
1、根据后面的上新推荐上新
2、填对自己的类型

备注：商家在“其他“的属性里不要填裤型和图案相关的，因为上面
已经填写了，如发现多次乱填下架处理



上什么？



上什么？ 再次强调，锥形裤和束脚裤是不一样的
这些款式之前商家不是出了质量问题就是尺码问题，稳定下来的款较少



上什么？ 工装裤的最大特点：膝盖处有口袋，一定要填对



上什么？ 这种款图片要体现价值感，特别模糊和看起来就低级的款要优化图片



上什么？



上什么？



怎么上？

图片优化：
主图+模特图/细节图+颜色拼图
·主图
至少800*800像素，少于这个像素就会模糊,可放动图，但动图不能只是颜色轮播。现在测试是模特图拼2到
3个颜色图，不要全部色都拼进去，只需要重点的3-4个色，或者平铺多色拼图。
拼图要整齐同一角度，不能乱，模特图只展现下半身。

√                     √                   X（乱） X（过多）



怎么上？

图片优化：
详情图：模特图+细节图+颜色图
1、要有变化，很多商家上模特图只上一两个角度，然后上不同的色，这很容易让消费者造成审美疲劳，无法再
继续往下看，如果商家有多个角度的颜色图，建议一个角度放一个产品颜色的图，下一张是另一个角度放另一
个颜色的图，角度和颜色都不重复，保持新鲜感。
2、细节图要清晰，有多个颜色的细节图只选一个颜色展示完所有的细节即可，不用每个颜色都展示。细节图过
多可以将图片拼在一起展示
3、颜色图拼接一张即可，将重点的颜色图拼在最后一张即可，消费者前面已经看到了产品的全貌，最后下单的
时候看有没有喜欢的颜色，简单直接，不用再重复颜色一张一张展示

3-5月份有运营实力的商家改好之后推荐给运营，运营看到这类型的产品就知道商家是用心在经营店铺
他们测试出这些方法也给他们店铺带来更好的销售，而且这些方法他们都可以复制到店铺其他商品



上架后做什
么？

橱窗位：
基于店铺考核情况不定期调整橱窗位个数，具体发放规则请关注男装QQ群
或Fordeal商家论坛。
一定一定要优化好才放到橱窗位，因为橱窗位是一定会给到流量的。假如没
有优化好直接放到橱窗位会出现两种情况
1、给到流量没有转化，在流量规则下系统判定这款是劣质款，之后获得的
自然流量更少
2、给到流量后出单较多，但是出现很多质量、图货不符、尺码的差评，轻
则商品下架，重则店铺下架



 报名活动：当类目群发出活动报名时，务必积极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给出有竞争力的折扣价格

 评分监控：
在售出后时刻关注自己的评价，根据评价的反馈修改图片图货不符则增加更多的实拍图，尺码问题就改
进尺码的工艺，质量问题则更改工艺，超过10个评价的商品但是分数还没到1分的，没有办法改进的，
建议下架，以免生成更多的差评导致店铺下架

 同款改进：当有一款动销起来后，会给店铺带来较大的流量，说明此次的优化方法有效，同时复制到其
他款，在流量引进来的同时，优化好的款更容易促成销售，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其他款更快跑起来



上架后做什
么？

推荐给
运营

报名活
动

关注数
据

复制到
其他款

橱窗位

转化数据好 好评多



 商家自运营

现状：运营能力较差，没有数据运营能力
开款找款的能力较差，只能是机械的拿货，且供货价比市场价高

目标：研究数据，精准反推选品，全年稳定销售
从大量铺货的供应商中，培育出供应商会通过研究数据选品、优化
商品，并且最终达到自运营状态

达到这种资质的商家请联系运营：桂味
QQ:447149034



 最后一句

休闲裤和其他品类有一些不一样，其他品类有一定的季节性，比如外套夹克
只卖秋冬，IP热点只卖一段特定的时间。但是休闲裤一旦热销起来没有下架
的，就会一直热销。商家可以自己去看国内的淘宝天猫京东平台，热销的裤
子的ID基本是不会变的，然后卖5到10年甚至更久都是正常操作。
所以裤子假如想做好，建议要管好裤子的评分，否则像我们的一些已经淘汰
的商家，某个月突然起来，差评，然后店铺下架，只为赚那几百单的快钱，
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一旦经营好了，产品一直热销，复购增加能给店铺带来多
大的销售。
现在中东还是一片蓝海，谁能在这时候站稳脚跟，之后的其他店铺很难有机
会追赶这些领头羊的，最后希望商家和平台一起成长，共同进步！

休闲裤需要稳定不下架的款（评分OK，质量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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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需求

刚需：中东人白天穿长袍，晚上不会穿长袍睡觉，一定会换家

居服

频次：消费频次较低，因为家居服不用时常换新，所以消费频

次较低

01 消费诉求

➢ 图案

年轻人更喜欢有卡通印花的图案

大叔更喜欢富丽堂皇的仿丝印花

家庭妇女喜欢成熟简单的无印花或者格子条纹印花

➢ 关注的点

材质，舒服度排序，真丝>仿丝/纯棉>绒>棉麻



02 类目现状
➢ 销售节奏：大促爆发，日常稳定销售不下跌

月份 1-2 3 4-5 6-7 8-9 10-12

状态 春节放假 春上新 斋月大促 古尔邦节 秋上新 黑五

核心 销售维稳 拓款 增加销售 增加销售 上新和稳定销量 增加销售

操作 春节备货
新品测

试
爆款打造

夏季款持续爆
发

新款上新和测试 爆款打造

今年，由于疫情和斋月的双重原因，中东人长时间在家不能出门，2020家居服翻了几番



02 类目现状

版块 现状

商品 面料/图案

仿真丝：缺富丽堂皇的印花的

棉：缺欧美模特，无模特或者亚洲模特已经足够

绒：缺薄款，不用加厚款

棉麻：整体商品量过少

真丝：无此类商品

图片
突显价值感 仿丝类的商品要突显反光亮光的价值感

模特 尽量使用欧美模特或者中东的模特



➢ 企划核心：

短期目标：商品丰富度 + 价值感

长期目标：商品丰富 + 供应商稳定/自运营 + 复购

03 企划核心

现前台类目已按企企划的需求归类，在归类完的第一周，在流量没有涨的情况下，图标里的
销售上涨了50%，说明家居服消费者的消费明确，更喜欢搜和推荐，消费者明确知道自己要
什么，精准的推送有助于转化的提高，而精准的推送依靠商品里准确的属性填写



上什么？
➢ 奢华：缺富丽堂皇的印花的，突显土豪气息那种

➢ 色泽亮光：仿丝的特点就是有色泽亮光，这个特点一定要突显

➢ 图片：模特图>挂拍>平铺



上什么？
➢ 模特：欧美模特>无头模特>中国模特

➢ 印花：不要可爱的图案，要常规和成熟的



上什么？



怎么上？

➢ 图片优化

主图

·欧美模特拍图

·挂拍图，平铺图（不要有皱褶）

详情图

细节图+上身图

禁止只放颜色图和重复铺图



上架后做什么？

橱窗位：
基于店铺考核情况不定期调整橱窗位个数，具体发放规则请关注男装QQ群
或Fordeal商家论坛。
一定一定要优化好才放到橱窗位，因为橱窗位是一定会给到流量的。假如没
有优化好直接放到橱窗位会出现两种情况
1、给到流量没有转化，在流量规则下系统判定这款是劣质款，之后获得的
自然流量更少
2、给到流量后出单较多，但是出现很多质量、图货不符、尺码的差评，轻
则商品下架，重则店铺下架



 报名活动：当类目群发出活动报名时，务必积极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给出有竞争力的折扣价格

 同款改进：当有一款动销起来后，会给店铺带来较大的流量，说明此次的优化方法有效，同时复制到其
他款，在流量引进来的同时，优化好的款更容易促成销售，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其他款更快跑起来



如果你

1）多年国内天猫淘宝的运营经验，跨境的亚马逊、Shein的运营经验；
2）熟悉独立站款式开发、打板，且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供应商；
3）了解中东市场

欢迎私聊
家居服品类运营：桂味

QQ:447149034



问题答疑



问卷收到的问题

黑马：国际时事热点，包括影视
热点，动漫热点，明星热点，节
日热点

例子：纸钞屋，权利的游戏，比
莉·艾利什，BTS，进击的巨人，
斋月，古尔邦节，世界杯，世俱
杯，亚洲杯

中东电商热销品推荐平台：
Shein，Souq，Noon
中东时尚男装平台：
Namshi，Trendyol，Jazly，Styli
（可关注这些平台的流行趋势和
图片展现方式）



问卷收到的问题

之后大家可以选择第一到第三种
方法和运营沟通，建立彼此的信
任，不要一上来就要推广资源，
要有理有据，这样运营帮推的可
能性更大。



问卷收到的问题

消费者需求和销售趋势在本次宣讲中已经讲得比较多，商家会后可看PPT回顾一下
CPV的上次宣讲已经比较明确，本次也对改版后的重点问题进行再一次的宣导
平台规则和流量规则都比较复杂，本次会议时间有效，放在之后的宣讲中
流量推广在上个问题已经回答



感谢聆听

本次会议反馈
只有5个问题
几分钟就可填好
微信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