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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黑五基本信息

黑五活动介绍：

2014年当地电商souq将美国的“黑五”引进中东，并改名为“白五”，是全年中除了斋月之

外中东最大的销售旺季。今年正式的黑五大促时间是11月29日，而Fordeal平台将进行50天的黑五

促销活动，获得最大化的旺季销售增长。

以去年活动经验，男装在10月销售对比9月翻一番，11月对比10月再翻一番，由此可见黑五的

巨大销售爆发力。希望商家们提前做好爆款、热销款、应季款式的备货，10-11月期间大量上新款，

争取获得满意的销售！

今年，平台目标同比翻倍，也将投入近9位数的推广预算，活动期间必将迎来流量的激增。希

望商家们做好一切的准备，与平台携手，把握住下半年最大的销售高峰，实现销售翻倍的目标！



一、2019黑五基本信息

活动主题：Black Friday  All 50% OFF 

活动时间：10月11日 02:00-12月03日 21:00（UTC）

黑五整体大节奏为：每周五六日打造小高峰，黑五三天大高峰

9月24日平台会举行活动宣导直播，敬请留意并参与！



二、活动招商要求

1、后台提报时间：9月24日-9月25日；

2、提报的款为商家近30天累计销售额最高的Top20款，约为月销50件；

3、且商品评价分 1分以上；

4、且商品备货充足，确保活动期间无异常情况（无缺货、坏件、质检、超时问题）

5、折扣：要求在现时供货价上打8折或以下，折扣越低，入选几率越高；

6、平台会对供货价严格把关，要求打折后的实际供货价不高于1688等平台的同款最低价；

7、最终平台会综合：a.销售排名、b.供货价&折扣力度、c.商品评分&异常率，分别选出本次黑五大促

的主会场、分会场、二级分会场的活动商品；

8、活动期间预估流量对比日常提升10-50倍，主、分、二级分会场的流量级别的区别大致为：10：5：

2.5，争取进入主会场非常关键！

请商家朋友仔细阅读以上商品提报要求，尽全力提供【精选爆款+全年最低价】的商品，与

Fordeal一起创造销售奇迹！



三、 10-12月男装主销品类与增长品类1
月份 10月 11月 12月 选品方向 运营方向

主销品类

卫衣 卫衣 卫衣
加厚款、加绒款，色彩以黄色、红色更受欢迎，借鉴ZARA和

Shein的热销款式，以休闲和运动款为主，不要直接做大牌仿款。

要特别注意版型要以欧洲版型，不要偏小的版型
1.爆款保持稳定增长，注意评分

和质量，一旦下降会被降权

2.持续上新新款，但注意不要同

质化上款式，要有差异化。平

台运营同时会更积极去外推差

异款的新款（即平台的付费广

告），同质款获取额外推广的

几率较小

3.供货价一定是全年最低（包含

折扣后），否则无法获取上活

动会场的机会。

套装 套装 套装
卫衣套装为主，包括套头款和拉链款，增加加厚、加绒的款式。

不要直接做大牌仿款。要特别注意版型要以欧洲版型，不要偏

小的版型

夹克/外套 夹克/外套 夹克/外套 基础款纯色外套、加绒/加厚款、飞行员外套、修身中长款外套，

要特别注意版型要以欧洲版型，不要偏小的版型

裤子（外穿） 裤子（外穿） 裤子（外穿） 灯芯绒、加绒长裤、牛仔长裤、背带牛仔裤

T恤 T恤 T恤 印花T恤（图案、电影动漫IP、英文字母Slogan）、长袖T恤（秋

冬内搭打底T恤、V领或高领）

风衣 棉衣 棉衣

成熟款：商务型中长款、拉链修身夹棉中短款（类似羽绒）、

中长风衣款（深色系卡其色系）

年轻款：韩版宽松连帽款、中长派克服款、工装多口袋款、元

素：纯色、迷彩、帽子加毛领等



10-12月男装主销品类与增长品类2

月份 10月 11月 12月 选品方向 运营方向

长销品类

内裤 内裤 内裤 基本款，平角更好卖，情趣款增长很好

1.爆款保持稳定增长，注意评分

和质量，一旦下降会被降权

2.持续上新新款，但注意不要同

质化上款式，要有差异化。平台

运营同时会更积极去外推差异款

的新款（即平台的付费广告），

同质款获取额外推广的几率较小

3.供货价一定是全年最低（包含

折扣后），否则无法获取上活动

会场的机会。

睡衣/家居服套装 睡衣/家居服套装 睡衣/家居服套装 长袖家居服套装、情侣装or家庭装（大人+小
童）、珊瑚绒/摇粒绒套装等

增长品类
（按增长幅度
排序）

针织衫/毛衣 针织衫/毛衣 棉衣

夹克/外套 夹克/外套 毛呢大衣

风衣 棉衣 羽绒服

棉衣 毛呢大衣 针织衫/毛衣

毛呢大衣 羽绒服 夹克/外套

羽绒服 风衣 风衣

辅销品类

西服

西服套装

皮衣

Polo衫 长袖Polo衫是可跟进款

衬衫



四、黑五选款建议

请知悉：

以下截图只是举例，不推荐商家直接上架截图的同款，

截图的款式大部分为已在架的旧款，跟卖上架意义不大。希

望各位商家能开发上架符合该类型风格的产品，去开发衍生

款式以及此风格的新款，出单效果更佳！

祝商祺！



黑五选款建议-目录

主销品类：

Ø 卫衣

Ø 休闲套装

Ø T恤

Ø 裤装

Ø 夹克&外套



18年黑五期间卫衣热门款式

3D游戏动漫印花

.主要以动漫元素，热门游戏，热门影视作品提取元素

.商品图片主要突出IP元素，以正面印花展示为主，配合商品细节图展示在转化与资源获取方面都会产

生更好的效果

.真人面部肖像会涉及侵权，不建议上新



BTS、领口搭配图卫衣

BTS

领口搭配图卫衣

.BTS主要以IP作为卖点

. 领口穿搭配图卫衣，在单品中作出搭配效果会在商品展

示环节更加吸引点击，配合商品细节图展示在转化与资

源获取方面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注意，BTS涉及真人面部肖像会涉及侵权，不建议上新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近期卫衣的热销款式对比18年黑五期间存在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

.IP元素、BTS、游戏影视热点依然可行

.提炼出一部分具代表性的突出元素，可以拓展

假两件类型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色彩拼接款

重复印花款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净色基本款

.图片展示以平铺为主+产品细图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基本印花款

.展示图加入饰品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净色款

.渐变色款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潮流款式

.更具有设计感

.织带元素，束带元素

.这类卫衣商品建议上新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Fordeal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元素主要也是以净色、拼接为主，另外还有部分迷彩元素以及3D印花主题

.款型分布上也是以连帽款居多，圆领无帽型作为基本款还是以净色为主，少量迷彩+条纹

.模特图在展示上会有天然的优势，平台上线过程中鼓励优先选择有质感的模特图



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类别上主要分基本款、连帽款、还有部分短袖连帽款现在仍然在架销售

.元素上分两种，水彩印花款，印染款，可以借鉴这种风格，比较要求工艺

.版型上基本都是基本款、宽松休闲款



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基本款、基本连帽款

.都是使用净色处理，有部分水洗色

.元素上字母印花最多，有部分比较有

质感的3D刺绣，立体浮印（拓展这类

款式商品细节图很重要，一定要有）



近期热卖款式：卫衣

.基本款、基本连帽款

.都是使用净色处理

.元素上印花最多，涉及元素仅作为参考，不鼓励搬运



休闲套装-款式建议

类型 元素

风格/场景

简约基础

运动休闲

趣味搞怪

街头潮流

颜色

拼色

鲜艳色彩（红黄绿）

迷彩

印花

字母

卡通图案

趣味印花

动物图案

人物图案

其他元素

ip相关

织带/绑带

变形仿品（仿品不售）

侧边条纹

主图类型

欧美模特

摆拍

3D立体

休闲套装：秋冬主销品类

上新建议参考如下：

1. 加绒/加厚套装

2. 各类印花套装，印花与卫衣/t恤类似

3. 卫衣/t恤热门印花，建议都开套装

4. 休闲服/运动服版型



风格分类-主要销售

简约基础 运动休闲 趣味搞怪专业健身



1、风格分类-简约基础

卫衣套装：热卖卫衣印花开套装

常用元素：字母、热血/趣味文案、人像、拼色、条纹等



2、风格分类-运动休闲

休闲套装：连续3年热卖套装

常用元素：立领，款式简单，休闲运动



3、风格分类- 专业健身

健身套装：紧身/修身套装

常用元素：迷彩/ 热门IP/ 热血图案/ 纯色



4、风格分类-趣味搞怪

趣味套装：可跟随趣味卫衣元素

常用元素：发光/反光/3D类型等



元素类型-颜色

颜色

拼色 不规则/拼色

鲜艳色彩（红黄绿） 黄色、红色、军绿色为热门色系

迷彩 迷彩/军绿色



1、元素类型-立领修身

休闲套装：连续3年热卖套装

常用元素：立领，款式简约



2、元素类型-拼色

版型：常规卫衣/连帽卫衣套装

拼色：黑白/黄色/红色等



3、元素类型-织带/侧边条纹

版型：常规卫衣/连帽卫衣套装

拼色：黑白色/织带/条纹，建议条纹优先参考



4、元素类型- IP（明星、游戏等）

版型：常规卫衣/连帽卫衣套装

印花：热门T恤/卫衣印花（以上图案仅限参考）



5. 厚薄程度

厚薄程度：

1. 薄款

2. 加厚款

3. 加绒款

以上厚度均可销售，

如有以上任一类型，

均可上架



6. 领型 - 连帽/立领/圆领/衬衫领

领型：连帽/立领/圆领/衬衫领

主要是印花，领型均可尝试



7、可参考其他网站 – 条纹

元素：侧边条纹/各类条纹元素



8、可参考其他网站 – 球类元素

球衣款：球类元素均可尝试



9、可参考其他网站 – 健身运动

运动服：修身/宽松，休闲舒适/凸显健美身形



10、可参考其他网站 – 趣味/特色印花

元素1: 趣味印花/趣味文案，建议英语/阿拉伯语

元素2: 繁复印花，黄色+绿色/金色



11、可参考其他网站 – 趣味文案

元素1: 金色亮片，变形字母

元素2: 扎染印花



T恤-款式建议
类型 元素

颜色

拼色

鲜艳色彩（红黄绿）

迷彩

印花

字母

卡通图案

趣味印花

动物图案

其他元素

ip相关

变形仿品（仿品不售）

侧边条纹

主图类型

欧美模特

摆拍

3D立体

袖长
长袖

短袖

参考如下：

1. 长袖款

2. 主要印花为主，夏季热卖印花

3. 卫衣印花，可拓展成T恤



1、元素类型-拼色

拼色系列：
长袖/短袖皆可，黄色/红色系



2、元素类型-3D印花

3D印花：趣味图案/动物图案/笑脸



动物印花：狼/狮子等图腾

3、元素类型-动物图案



趣味印花：防水/反光/趣味性图案等

4、元素类型 - 趣味图案



运动服：修身，有热血/健身图案，通常展示健美身
材

5、元素类型- 健身图案



棉麻材质：感官上舒适感强

6、元素类型-棉麻材质



6、元素类型-袖长

主要看印花/版型：长袖秋冬有需求，短袖冬季同样可售卖



7、可参考其他网站 – 植物印花



8、可参考其他网站 – 趣味印花/文案



9、可参考其他网站 – 人物图案

真人头像为沙特禁止售卖，可上架卡通图案/变形款



10、可参考其他网站 – 摇滚/Punk

影视/热门明星，其他展示图案



11、可参考其他网站 – 扎染/纯色

简约版型，扎染图案



裤子

休闲裤 运动裤 牛仔裤



1、休闲裤-阿拉伯风格垮裤

这种受欢迎的垮裤分纯色和满图案类型，满印的大多为波西米亚的风格
或者阿拉伯风格

建议供货价65以内



2、休闲裤-工装裤系列

重点推荐

工装长裤是四季常青款，主要是纯色，色彩多为，黑、白、灰、棕、绿
这种裤子的最大特点是裤脚为收口型，就是窄脚，显小腿
束腰模式多为弹力加拉绳
建议供货价在55以内



3、.运动裤

• 运动裤（打底裤，建议供货价在20以内）

• 运动短裤（包含手机内袋，建议供货价在30以内）



4、牛仔裤-破洞牛仔裤系列

重点推荐

牛仔长裤是四季常青款，主要款式潮流的破洞款
热销的牛仔裤的裤脚大多是收脚的



5、牛仔裤-基础款&口贷款

基础款牛仔裤

多口袋款牛仔裤



6、牛仔裤-吊带牛仔裤

吊带牛仔裤也是黑五的爆发款式
热销的牛仔裤的裤脚大多是收脚的
图片在展示的时候可以多色展示



差异元素

格子休闲裤 迷彩裤 商务休闲裤 正装裤



1、差异元素-格子休闲裤

图案属性：格子条纹
色调：黑/灰
裤脚：窄脚



2、差异元素-迷彩裤

图案属性：潮流迷彩
色调：黑、灰、绿



3、差异元素-商务休闲裤

风格：更加偏向商务
图案属性：直线条纹
裤脚：直筒



4、差异元素-正装裤

风格：整体风格接近西裤
图案属性：纯色
图片建议：图片突出面料材质的质感



秋冬季品类-加绒、加厚、夹棉

加绒款的图要突出加绒保暖的特点，否则消费者
不清楚这是加绒裤子
图三和图四文字遮盖了加绒的效果，所以建议要
么不写“加绒加厚”等字眼，要么写阿拉伯语
图一的展示效果最好，给消费者最直观展示了这
就是一条加绒加厚的裤子，去年黑五这条裤子卖
了240多条

√ √ X X

√ √



内裤

常规平角内裤 情趣内裤 丁字裤



1、内裤-常规平角内裤

内裤在日常和大促的时候为了包邮跟容易拼单出货
款式多为纯色款
因为中东地区炎热，内裤的最重要的是展现透气，图片要展示出来
因为中东当地风俗文化因素，在上传图片的时候不要选择有真人模特的
图片，可以用假人模特或者平铺多色展现



2、内裤-情趣内裤

情趣内裤-凸点

图片展示的时候不能出现真人模特
多色展示，建议为纯色无图案



3、内裤-丁字裤

丁字裤图片展示的时候建议是图1
的拍摄角度



夹克外套
净色基础款（秋）
特点：基础配色，少有鲜艳颜色，无花纹无图案，直版型。
适用场景：通勤、休闲 适用人群：青年

拓款方向：迷彩花色、不同颜色组合、个别图案元素（五角星等），保留相同版型



牛仔衣（秋）
特点：深色系，宽松款，有帽／无帽
适用场景：休闲 适用人群：青少年／青年

拓款方向相同布料不同颜色款、加绒加厚款、印热门IP（纸钞屋等）或名人元素（韩国偶像团体）

夹克外套



中长款（冬）
特点：一般到达臀部以下，款式偏向风衣，款型为直筒型或者A型，颜色偏冷色系
适用场景：商务、休闲 适用人群：青年／中年

拓款方向：加一些装饰元素（如腰带），前摆变长等

夹克外套



卫衣拉链款
特点：款式偏向卫衣，多为（仿）品牌基础款，连帽，有品牌logo或者标志性图案、元素
适用场景：休闲、运动 适用人群：青少年／青年

拓款方向：加绒加厚款，热门IP元素款，无帽款，颜色可以多样

夹克外套



冲锋衣／运动外套款
特点：色系多样，布料多为轻薄或防水型
适用场景：运动、户外、休闲 适用人群：青少年／青年

拓款方向：街头风，多口袋，拼色款

夹克外套



飞行员夹克款
特点：偏茧型，长度较短，下摆收紧，一边袖子上有个拉链标签，多为光滑面料
适用场景：休闲 适用人群：青少年／青年

拓款方向：款式上的稍微改动（如连帽／翻领／多口袋款）、增加不同花色（如迷彩等）

夹克外套



加绒加厚款（冬）
特点：里层夹棉或者加绒，有帽子或帽子上带绒毛，保暖性强，为深冬款式
适用场景：户外、休闲 适用人群：所有男性

夹克外套



特别款
特点：在一定时间内热度很高，有明显且独特的元素，短期内迅猛增长，但一般不是长久热销品
适用场景：街头、休闲、表演等 适用人群：青少年／青年

纸钞屋 发光服 堡垒之夜

夹克外套



竞网热销款

运动／冲锋衣款

夹克外套



夹克外套

飞行员夹克款



休闲款
夹克外套

休闲款

商务款



风衣

中／长款
特点：基础净／深色系，直筒型或A字形，翻领



带帽款
特点：连帽，功能上更加防风

风衣



皮衣款
特点：暗色系，长款皮衣，一般及膝或者过膝，视觉上更加干练

风衣



特别设计款

不同花纹，如格子、条纹、豹纹、印花、波点等

风衣



4、特别设计款

毛领款 茧型宽松款 高领款 绒面款

风衣



风衣

商务长款



棉衣
基础款
特点：净／深色系为主，表面有横条，一般为短款

拓款方向：冲锋衣款、飞行员款，不同花纹款



2、 棉衣

拓款方向：麂皮款
商务款
特点：偏商务休闲，口袋较多，适合商务人士



休闲／oversize款
特点：版型宽松偏街头／韩风，青少年群体，色系较多样

拓款方向：时尚感较强的款式，用色或者花纹可以大胆一些

棉衣



竞网热销款

加厚带帽款

棉衣



毛呢大衣

西服款／基础款
特点：版型较直，偏向西服，适合商务场合



韩版款
特点：版型较窄，总体偏年轻／韩风，模特图里配高领毛衣（此类型商品需注
意尺码问题，中东人身型较高大，要避免出现版型偏小问题）

毛呢大衣



特别款

特别的花纹，如方格、条纹等 羊角扣款 绒毛帽款

毛呢大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