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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活动介绍

黑五主要为西方欧美国家的购物狂欢季，后来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购物狂欢节，今年的黑五，Fordeal也是
作为引领中东地区黑五购物文化的开创平台之一，把世界性的购物节带给中东人民；

近期的中东地区正值转换季前期，各位商家朋友可以大范围的上新换季产品，争取尽早开发出多个爆款，
在黑五中大爆单；

结合出往年9-12月的热销款，以及今年9月份的热销款，以下为商家朋友们指导近期的上新方向（截图只
是举例，不代表商家必须去上架截图的款式，更重要的是能开发上架符合该类型风格的产品）。



黑五活动框架



黑五活动框架



2019.10-12主营
类目及增长类目

说明：
1.主营类目位重点产出
销售类目；
2.增长类目中：
红色底为增速快速类目；
橘色地为增速正常类目；
黄色底为有增速但增速
一般类目；



一

三

二

·尺码与质量

·尺码测量与平台标准一致

·质量和图片展示一致

·性价比高的商品

·同等款式、同等质量前提下，成本价格去到更低

· 优质商家的商品

·店铺评分>1 异常率<2% 评价数>10

流量扶持优先级



重点类目黑五款式指导

连衣裙 毛衣针织 衬衫 T恤 外套 套装

卫衣 礼服 裤子 风衣 家居服 睡裙

睡袍/浴袍 情侣睡衣套装 文胸/文胸套装 内裤 情趣内衣

u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要上同款
u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u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爆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阿拉伯风、紧身曲线、欧美宫廷、宽松衬衫裙、轻奢
②元素&细节：收腰大摆、腰带配饰、高开叉、前短后长、品牌元素、开叉袖
③材质：针织，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宽松衬衫裙、轻奢、卡通印花、大码连衣裙
②元素&细节：高开叉、前短后长、品牌元素、开叉袖、蓬蓬下摆
③材质：丝绒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运动风、本地服饰
②元素&细节：网纱拼接、层次感、光泽感



阿拉伯风 ：宽松的、长袖的、印花的，图片有非常明显的阿拉伯民族风

收腰大下摆 ：收腰、长裙、下摆宽松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要上同款



针织材质：非常明显的秋冬针织材质

带有腰带配饰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紧身显曲线：紧身、长裙、欧美模特、展现胸大胯宽

欧美宫廷风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收腰高开叉：及地长度、深V、收腰、高开叉、长袖

宽松衬衫裙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前短后长连衣裙：比较有设计感的前短后长样式，下面可搭配裤子，中东女生非常喜欢的穿搭

品牌元素：品牌元素指的是带有某些品牌的花纹、图案，但是没有logo和英文商标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开叉袖

小轻奢礼服：比较有质感的、不太正式的礼服型连衣裙，通常有亮片、亮丝、钩花等工艺材质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丝绒材质

卡通印花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蓬蓬下摆

大码连衣裙

连衣裙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运动风格

网纱拼接

连衣裙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层次感长裙

光泽感

本地服饰

连衣裙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爆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粗麻花长款、简约长款、纯色宽松款
②元素&细节：麻花、拼色、
③材质：针织、麻花



毛衣针织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简约长外套

粗麻花长外套：麻格、麻花的长款开衫针织外套



毛衣针织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拼色针织衫

麻花针织衫



纯色宽松针织衫

毛衣针织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爆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印花、波点;
②材质：仿真丝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OL风
②元素&细节：颈部绑带款、V领、腰部绑带款;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宫廷风
②元素&细节：泡泡袖、露肩款;



衬衫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元素：印花、波点

材质：仿真丝



衬衫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V领、腰部绑带款

OL风、颈部绑带款



衬衫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露肩款

宫廷风、泡泡袖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爆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米奇图案/狮子王图案; 动物&动画图案;黑人女孩图
案; 简单字母图案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POLO衫款、大牌仿品
②元素&细节：紧身凸显身材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性感风；
②元素&细节：镂空、透视、亮面材质，亮色、豹纹图案



T恤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黑人女孩图案，简单字母图案

奇图案/狮子王图案，动物&动画图案



T恤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大牌仿品

修身款：主图凸显身材

POLO衫款



T恤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性感风

镂空、透视



T恤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豹纹图案

亮面材质，亮色；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小香风款、连帽款、毛绒款
②元素&细节：多色拼接、基础印花、豹纹，徽章/亮色、流苏、水钻、腰部
抽绳、格子&条纹
③材质：加绒、牛仔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性感风；
②元素&细节：镂空、透视、亮面材质，亮色、豹纹图案
③材质：毛呢、毛绒



夹克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基础印花款

多色拼接款



牛仔外套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带帽款；流苏、水钻；

腰部抽绳款；加绒款



夹克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豹纹，徽章/亮色款

小香风款



毛呢外套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毛绒款，带帽款

格子&条纹长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职场优雅款、炫酷Party款、夜店风、拉链夹克款、嘻哈休闲港风
②元素&细节：颜色鲜艳、撞色、紧身荧光色、报纸印花、豹纹、亮片、发光/反光
③材质：雪纺、棉麻、灯芯绒/丝绒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迷彩、网眼、腰部绑带/束腰款、千鸟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运动休闲款、舒适居家、宽松休闲
②元素&细节：卡通图案，英文字母、图案元素IP元素、大码、
③材质：棉质、棉麻、毛针织、



套装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棉麻休闲风套装：宽松休闲，大码，亚洲模特切头图

运动休闲套装：棉质卡通图案，英文字母 卫衣套装：卫衣＋裤子，图案元素IP元素丰富

毛针织套装：毛衣/针织材质，舒适居家



套装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炫酷Party款：夸张，颜色鲜艳，性感夜店风职场优雅款：职业女性套装，优雅，小西装套装

拉链夹克套装款：颜色丰富撞色拼接，拉链夹克/冲锋衣 黑人模特款：紧身，胸大胯宽，荧光色



套装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三件套长外套款：雪纺，棉麻材质，碎花

报纸印花款

嘻哈休闲港风

荧光色元素



套装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豹纹元素

亮片元素

灯芯绒/丝绒材质

发光/反光元素



套装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迷彩元素

腰部绑带/束腰款

网眼元素

千鸟格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长款卫衣
②元素&细节：仿大牌元素、拉链领、露肩款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束腰款-卫衣裙
②元素&细节：卡通女孩头像、英文logo
③材质：泰迪绒/仿皮草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假两件、收腰款
②元素&细节：潮流图案、迪士尼卡通、恶搞卡通\明星周边、影视剧周边



卫衣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明星周边

潮流图案 卡通图案：迪士尼卡通；恶搞卡通

影视剧周边

假两件

收腰款



长款卫衣

仿大牌元素

露肩款

拉链领款式

卫衣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英文logo潮款

卡通女孩头像

特殊面料款：泰迪绒/仿皮草

束腰款-卫衣裙

卫衣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不对称露肩，高开叉，蓬蓬下摆，深V、旗袍领，收腰大摆，花卉印
花，不规则及地下摆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深V抹胸、露肩、透明灯笼袖、紧身抹胸、不规则斜肩、刺绣灯笼袖、
蕾丝喇叭袖、蛋糕袖、紧身S型
②材质：丝绒材质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收腰紧身鱼尾款
②元素&细节：收腰、大裙摆、亮片、流苏



收腰，大裙摆

闪烁材质，流苏细节，收腰紧身鱼尾款

礼服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不对称露肩，高开叉，蓬蓬下摆，深V

旗袍领，收腰大摆，花卉印花，不规则及地下摆

礼服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深V抹胸，露肩，透明灯笼袖，紧身抹胸，不规则斜肩

刺绣灯笼袖，蕾丝喇叭袖，蛋糕袖，丝绒材质，紧身S型

礼服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运动风、休闲风
②元素&细节：紧身镂空多功能、发光裤、绑带式、侧边条杠装饰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朋克军旅风、瑜伽裤、裤裙
②元素&细节：拼接撞色、紧身镂空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朋克风
②元素&细节：紧身S型、彩色系、迷彩印花、高腰、百褶、紧身彩色
③材质：牛仔



紧身S型，彩色系，迷彩印花，朋克风

高腰阔腿裤，百褶裤裙，紧身彩色牛仔裤

裤子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卡其色休息款，紧身镂空多功能运动款，紧身打底裤，发光裤

高腰款式休息裤，阔腿裤，高腰烂边牛仔裤，绑带式牛仔裤，侧边条杠装饰休闲运动裤

裤子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拼接撞色宽松休闲裤，紧身镂空瑜伽裤，朋克军旅风，宽松裤裙

裤子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休闲风、知性风，
②元素&细节：迪士尼卡通印花、腰部抽绳细节、经典格纹印花，修身西装廓形，
动物纹印花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军旅风
②元素&细节：大领、绑带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连帽休闲风
②元素&细节：深V大领，不规则下摆



连帽休闲风

深V大领，不规则下摆

风衣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休闲风，迪士尼卡通印花，腰部抽绳细节

知性风，经典格纹印花，修身西装廓形，动物纹印花

风衣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军旅风，大领，绑带

风衣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舒适休闲风、可爱风
②元素&细节：条纹、兔子图案，英文字母，樱桃、波点元素、不规则撞色，火烈
鸟、芭蕉叶、浅色豹纹
③材质：棉、丝绸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舒适休闲风、可爱风
②元素&细节：卡通图案、迪士尼卡通、爱心、动物耳朵帽子、水果元素、刺绣
点缀、植物印花、粉色条纹、复古印花款、豹纹
③材质：棉、珊瑚绒、丝绸



棉质：卡通图案印花，迪士尼卡通元素

丝绸材质：纯色刺绣点缀，植物印花，仿维密款，粉色条纹,仿Gucci复古印花款，豹纹

珊瑚绒材质：爱心元素，动物耳朵帽子元素，水果元素

睡衣/家居服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棉质：条纹裤子+T恤套装，满地铺花纹裤子+T恤套装，兔子图案元素，英文字母元素，樱桃元素

丝绸材质：波点元素，不规则撞色款，火烈鸟满地铺，芭蕉叶植物元素，浅色豹纹

睡衣/家居服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舒适休闲风、可爱风
②元素&细节：格子印花，波点元素，恶搞印花元素，仿真动物元素，火烈鸟满地铺、芭蕉叶
植物元素，粉色竖条纹，豹纹拼蕾丝
③材质：棉、丝绸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舒适休闲风、可爱风
②元素&细节：水果元素、迪士尼卡通、表情元素、复古条纹、仙鹤印花元素
③材质：棉、珊瑚绒、丝绸

l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舒适休闲风、可爱风
②元素&细节：卡通人头恶搞元素、紧身高开叉，蓝色底花卉，小清新款
③材质：棉、丝绸



丝绸材质：纯色+蕾丝花边点缀，仙鹤印花元素

棉质：水果元素，迪士尼卡通元素，表情元素，复古条纹印花

蕾丝材质：全蕾丝，不规则拼接

睡裙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棉质：卡通人头恶搞元素 丝绸材质：紧身高开叉款，蓝色底花卉，粉色配花边小清新款

睡裙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棉质：格子印花，波点元素，恶搞印花元素，仿真动物元素，火烈鸟满地铺

丝绸材质：芭蕉叶植物元素，仿维密黑白竖条纹，粉色竖条纹，豹纹拼蕾丝

睡裙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风格：性感风
②元素&细节：大牌复古印花，仙鹤印花元素，粉色条纹款，纯色搭
配睫毛花边装饰，后背英文烫金装饰、全蕾丝透视装
③材质：丝绸、蕾丝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印花款，动物耳朵款
②材质：珊瑚绒、丝绸



珊瑚绒，满地铺印花款，动物耳朵款

丝绸材质，纯色+蕾丝花边点缀

睡袍/浴袍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丝绸，大牌复古印花，仙鹤印花元素，粉色条纹款，纯色搭配睫毛花边装饰，后背英文烫金装饰

蕾丝材质：全蕾丝透视装，蕾丝拼接丝绸

睡袍/浴袍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棉质：条纹简约款，卡通元素，粉彩色系款，女裙男套装组合款

情侣家居服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珊瑚绒/法兰绒材质情侣套装，卡通耳朵帽子，电影IP(小黄人），纯色款

棉质：纯色款，卡通元素款，艳丽色彩系列 丝绸材质：纯色同色款，恶搞图案款

情侣家居服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英文装饰、无钢圈半片式、贝壳杯、U型杯、挂脖款，交叉绑带吊带款
②材质：光面、蕾丝、棉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前扣，美背，乳贴款、绑带镂空，英文字母装饰、蕾丝透视款
②材质：；光面、蕾丝、棉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运动背心款、绑带细节、立体刺绣满铺
②材质：；光面、蕾丝、棉、丝绸



光面材质：前扣，美背，乳贴款

蕾丝材质：全蕾丝吊带款，蕾丝透视款，交叉绑带细节

棉质：绑带镂空，英文字母装饰

文胸/文胸套装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光面材质：鲜艳色系加小花边装饰，绑带细节

刺绣蕾丝材质：立体刺绣满铺，蕾丝透视款 丝绸材质：纯色丝绸三角杯

棉质：英文字母装饰，运动背心款

文胸/文胸套装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棉质：纯色三角杯，英文装饰

蕾丝材质：全蕾丝背心款，三角杯款，挂脖款，交叉绑带吊带款，交叉绑带抹胸款，全蕾丝透视款

光面材质：无钢圈半片式，贝壳杯，U型杯文胸，半杯防走光文胸

文胸/文胸套装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豹纹印花，豹纹装饰边，条纹裤腰运动款，粉彩色蕾丝装饰，ins风图案印花
②材质：蕾丝、棉质、冰丝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通印花花，英文字母装饰边、纯色颜色鲜艳，小花边装饰
②材质：无缝材质、网纱、蕾丝、棉质、冰丝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高腰蜂窝透气款，高腰收腹款、艳丽颜色丁字裤
②材质：网纱、蕾丝、棉质、冰丝



棉质：卡通印花花，收腹无缝款，英文字母装饰边zi'm

蕾丝材质：全蕾丝，夸张刺绣装饰 冰丝材质：无痕波浪随意裁，英文边装饰

内裤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网纱材质：纯色颜色鲜艳，小花边装饰



光面材质：纯色垫臀款，英文字母裤腰装饰，粉彩色系，高腰蜂窝透气款，高腰收腹款

蕾丝材质：蕾丝拼接冰丝 冰丝材质：艳丽颜色丁字裤

内裤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棉质：豹纹印花，豹纹装饰边，条纹裤腰运动款，粉彩色蕾丝装饰，ins风图案印花

蕾丝材质：V字裤型，蕾丝交叉带设计，全蕾丝款式

内裤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冰丝材质：亮光撞色蕾丝，绑带设计



上新重点：上新款，新风格

l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绑带细节，搭配袜带，立体花朵装饰、睫毛蕾丝材质，蝴蝶结装饰，角色模仿，透
视连体衣
②材质：蕾丝、网纱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绑带式，蕾丝镂、网装套装，角色扮演，蕾丝镂空
②材质：网纱、蕾丝

l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①元素&细节：全蕾丝镂空式，网纱透视款、丝绸套装，夸张造型款
②材质：网纱、蕾丝、丝绸



文胸款：绑带式，蕾丝镂空式，

套装款：蕾丝配丝袜，网装套装，角色扮演款式，蕾丝镂空款式，镂空紧身款

情趣内衣 站内热销款：开发周边款 不建议上同款



文胸款：蕾丝镂空式

套装款：蕾丝配丝绸，丝绸套装，夸张造型款

内裤款：全蕾丝镂空式，刺绣镂空式，网纱透视款

情趣内衣 站内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套装款：睫毛蕾丝材质，蕾丝拼接丝绒，蝴蝶结装饰，角色模仿，蕾丝透视连体衣

文胸款：丝绸拼接蕾丝，绑带细节，搭配袜带，立体花朵装饰

情趣内衣 站外热销款：上同款 + 开发周边款



Snapchat类似于抖音，现已有3300万中东用户。其中，三分之一的Snapchat中
东用户来自沙特，沙特用户每天平均花半小时刷Snapchat。

60%的阿拉伯用户对Snapchat上的内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东电商平台也会花
费大量人力财力在Snapchat上做推广，Fordeal也不例外。

像Facebook和Instagram一样，Snapchat上也有大量的阿拉伯网红，他们的忠实
粉丝是电商的潜在消费者。因此作为中东电商平台的商家也不可忽视中东社交媒体
的力量，以下主要介绍三位当红的沙特阿拉网红和当地的流行穿搭

中东流行趋势



Model Roz
沙特阿拉伯人 Insta:1100万粉丝关注量

ALANOUD BADR

Insta:80万粉丝关注量沙特阿拉伯人

MARIAM MOHAMMAD
https://www.instagram.com/mrmr__4/

科威特人 Insta:190万粉丝关注量

https://www.instagram.com/fozaza/

https://www.instagram.com/model_roz/

https://www.instagram.com/model_roz/


·小腿肚以下长度
·收腰
·长袖
·尺码范围很大



·运动风
·有气质档次的
·轻松休闲
·年轻时尚的



·欧美时尚
·宽松简约
·鲜艳的颜色



·短外套以年轻人为主
·皮草颜色鲜艳，造型贵气夸张
·风衣基本要有腰带，戴头巾的女性会更喜欢



价格段指导-主营供货价格段



主营销售价格段



商家需要配合：

1）根据运营指导提供相应风格商品上新：保证商品质量和尺码；

2）提供相应活动的商品，例如0元购，一口价等；黑五期间，商品

成本价越低，质量越好，可得到更多曝光；

3）不要恶意修改成本价，提升后在大折扣，会被降权；

4）提供爆品的稳定库存，防止缺货；

5）配合修改优化主图和运营指导建议；



请知悉

同等款式、同等价格的前提下，我们会更倾向于质量更好的产品。以
上截图只是举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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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