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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消费者心理的角度出发，通过视觉符号元素，利用投射技术进行服装风格心理学实验，找 

到服装款式与文字表述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不同品牌定位与消费者的认知状况．同时，讨论了 

目前北京市场上的几个比较流行的服装品牌，分析青年女装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群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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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 5O年代，美国著名广告大师大卫 ·奥格威(David Ogilvy)就提出了品牌定位这个概念，认为定位 

是针对现有产品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它并非是要对产品本身采取什么行动，而是指针对潜在顾客的心理采取 

行动，也就是要将产品定位在潜在顾客的心中[1]．在品牌定位的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曾提出了采用投射技 

术、品牌联想网络模型、ZMET技术以及感知定位图等方法进行品牌定位的研究[2]．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品牌定位战略流程实施以及品牌定位的方法上，而对于品牌定位的模型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是在国内外 

学者品牌定位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感知定位图和投射技术对服装的品牌风格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3 

消费者对于外在物的知觉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企业在品牌定位时不仅要密切关注消费者需 

求、心理等各种因素，还要对消费者的心智模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以确定消费者如何感知品牌和产品以及 

竞争对手的品牌．感知定位图是一种直观、简洁的典型分析工具，是最早应用于定位研究的工具，而且应用 

最为普遍．消费者心理投射是在消费者未能或没有启动其防御机制的情况下，把其内心深处的真正动机、 

欲望、感情、想法表达出来．采用投射技术可以揭示出某种特定行为或态度的真正原因，显示人们购买、拥 

有或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从而显示产品和品牌在某种虚拟空间中的位置，以此表明顾 

客对于这一产品的认知和诼价．品牌定位是基于市场细分的基础完成的，因此本文选定青年女装进行品牌 

风格定位研究．选出目前市场上个比较成功的品牌，其中包括 3个国际品牌：ONLY、ESPRIT、艾格和 3个 

国内品牌：以纯、美特斯邦威、真维斯．这 6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在各大商场和商业区设立的专柜或 

专卖店较多 ，且大学生经常购买 ，为大众所熟悉． 

1 实 验 

利用投射技术，采用问卷与图片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服装款式图为实验对象，通过语义差异量表研究 

被试对具体品牌具体款式在服装风格方面的评价，探讨青年女装品牌风格定位的方向． 

(1) 试样 考虑到实验中关于服装品牌的概念与特性比较多，要求被试对服装品牌 比较熟悉，同时 

为排除被试专业知识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被试均为北京服装学院服装工程专业的女生，她们对服装品牌有 
一 定的了解，但不进行品牌属性的研究 ，从而保证实验的可行性．被试共 100人，春夏款和秋冬款实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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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 ，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2) 实验材料 ONLY、ESPRIT、艾格、以纯、真维斯、美特斯邦威 6个品牌有代表性的秋冬款和春 

夏款静态展示图各 2组．其中每组所选用的图片均为一张上装静态展示图，一张下装静态展示图，所选用 

的服装均为 2006年春夏和秋冬新款服装，且其风格尽量贴近品牌的风格定位，价位为该品牌产品系列中 

的中等价位．展示图具有相同的背景色，用 Photoshop对图片进行处理，使被试看不出服装上的商标． 

(3) 步骤 实验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在 2006年 5月进行春夏产品实验；第二步是在 2006年 

9月进行秋冬产品实验．2组实验采用不同的被试，人数均为 50人．实验中，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成员在组 

内再随机分成 5组，每组5人，按以下要求展示幻灯片． 

实验组：在安静无干扰的环境中为被试播放幻灯片，提示品牌名称，要求被试看到图片后根据内心的 

真实活动填写语义差异量表；对照组：在安静无干扰的环境中为被试播放幻灯片，未提示品牌名称，要求被 

试看到图片后根据内心的真实感受填写语义差异量表． 

(4) 控制因素 研究采用的控制实验均为组内设计，为了模拟现实低卷人情景，研究采用了2种控 

制方式：一是在指导语上告诉被试其意见不会被具体考察，在做答时不用过多考虑；二是大群体环境的设 

置，实验组与对照组人数相同，主试监控较少．具体的控制因素包括：① 两组被试填写的量表是完全相同 

的．② 控制2组图片上的服装及背景完全相同，惟一的差异是有无品牌名称提示；③ 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自再分成 5组进行实验，保证实验环境一致，但图片播放次序是随机的，以消除图片播放次序对实验结果 

的影响． 

(5) 测量工具 采用语义差异量表进行测量，语义差异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 Charles E Osgood发 

展的一种态度测量技术，以形容词的正反意义为基础，此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个人及群体间差异的比较研 

究，以及人们对周围环境或事物的态度、看法的研究等[4]．本研究根据服装品牌定位所涉及的风格、流行 

性、舒适性等选出20组反义形容词对组成语义量表，根据程度不同分为 7个等级：非常、比较、有点、说不 

清、有点、比较、非常，请被试者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在每一量表的适当位置上做标记． 

2 结果与分析 

2．1 女装品牌风格因素定位评价 

结合春夏款和秋冬款实验结果，根据在无品牌提示的情况下，对被试的服装评价结果进行对应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5]，并对 6个品牌服装评价结果的均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品牌风格与 6个品 

牌的对应关系图以及消费者对 6个品牌的服装风格表现的评价描述． 

根据定位图，品牌与相关因素越近表明被试对此品牌在这一因素上的表现评价就越高．从图 1中可看 

出，与ESPRIT距离最近的是档次定位——高档的，ESPRIT品牌自身在价格档次方面的定位是一贯坚持 

“创优质产品，增营运效益”的理念．同时，ESPRIT距离 

“有品位的”、“做工精细”也比较近，这与品牌本身的定 

位——“成熟而活泼、有品位而不落俗套、自信、有责任 

感”也相一致．艾格与“流行的”和“款式新颖”距离相 

当，对于艾格的服装是活泼的还是文静的，消费者可能 

感觉很模糊．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只有 ONLY与“设计 

感强”、“引人注目的”、“时尚的”距离相当，即产品的风 

格定位、产品色彩以及流行性定位有均衡的认知水平． 

ONLY为所有生活在世界各大都市的独立、自由、追求 

时尚和品质敏感的现代女性设计，所以在这 3个层面 

上消费者对 ONLY的感知均十分准确．与美特斯邦威 

距离最近的是“轻松的”和“清爽的”，美特斯邦威产品 

在品牌风格定位上更侧重于休闲轻松的感觉．相比较 

来看，与以纯距离最近的是“韵律的”、“动感的”和“有 

活力的”，而以纯自身的品牌定位是“个性、自然、休闲、 

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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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女装品牌风格定位感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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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被试者对 6个品牌服装各因子的得分情况比较 

注 ：The mean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从表4中可以看出，ESPRIT和 ONLY的5个因子在有无品牌情况提示的情况下不存在明显差异， 

且得分均值均偏向于积极的一面．美特斯邦威和真维斯，在 5个因子中有 3个存在明显差异，分别为“款式 

设计因子”、“品牌体验因子”和“产品品质因子”．其中有2项与产品自身属性有关，有一项与品牌所特有的 

联想有关．被试对艾格的评价在有无品牌名称提示的情况下，5个因子中有 2个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款 

式设计因子”和“个性形象因子”，也涉及到了产品自身属性和品牌所特有的联想 2个方面． 

结合春夏款和秋冬款实验结果，根据在无品牌提示的情况下被试对 6个品牌的服装评价结果进行对 

应分析，绘制品牌风格感知定位图，见图3．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分析数据采用无品牌提示条件下被 

试的评价结果．从图 3和图 4都可以看出，在无品牌名称提示的前提下，各个品牌在风格因素上的表现具 

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性．相 比较来看 ，ESPRIT女装 比较接近“产品品质 因子”和“色彩 面料因子”，而 ONLY 

和艾格则是在“款式设计因子”上评价较高，真维斯女装则更接近“个性形象因子”和“品牌体验因子”，相对 

来看，美特斯邦威和以纯则更靠近“品牌体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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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季实验风格因子定位图 

口一风格因素因子；一一品牌名称 

8 款式设计 个性形象 品牌体验 产品品质 色彩面料 

图 4 对 6个女装品牌风格因素的描述 

◆一以纯；■--ESPRIT~▲～美特斯邦威；×一0NLY； 

*一艾格；●一真维斯 

为进一步了解 6个品牌在各个因子上的差异性，对无品牌名称提示条件下的数据进行各个品牌的因 

子均值比较，绘制出6个品牌在因子 l～2和因子 3～4上的差异图，如图 5～6 j． 

3 结 论 

(1) 采用语义差异量表对当季服装款式风格进行测量研究是可行的．研究中在有无品牌名称提示的 

条件下，被试对各个品牌服装风格的评价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对以纯、美特斯邦威和真维斯 3个国内品 

牌有较显著的影响，且提示品牌名称时被试对服装风格的评价更为消极．对于 ONI Y，ESPRIT等国际品 

牌来说，在提示品牌名称时，被试对服装风格的评价更趋向积极的一端，从而可以进一步说明与本土品牌 

比，国际品牌能突出自己独特的品牌个性且消费者能够正确感知． 

(2) 不同品牌在被试心目中的形象存在差异性，被试对 ESPRIT在档次定位——“高档的”、“有品 

位的”以及“做工精细”上的评价较高，这与品牌本身的定位——“成熟而活泼、有品位而不落俗套、自信、有 

责任感”也相一致．被试对艾格在“流行的”和“款式新颖”方面的表现评价较高，而对 ONLY的“设计感 

l  1  l  1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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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款式设计因子 品牌体验 因子 

图 5 6个品牌因子均值差异图(因子 1～2) 图 6 6个品牌因子均值差异图(因子 3～4) 

●一真维斯 ；◆一以纯 ；▲一美特斯邦威；*一艾格；×一0NLY；■一ESPRIT； 

强”、“引人注目的”、“时尚的”评价高于其他品牌．美特斯邦威则是“轻松的”和“清爽的”，以纯表现在“韵律 

的”、“动感的”和“有活力的”．真维斯与“清爽的”、“青春的”以及“廉价的”距离相当， 

(3) 消费者对服装的评价主要通过 5个维度：款式设计因子、个性形象因子、品牌体验因子、产品品 

质因子、色彩面料因子．从因子分析的角度来看，这 5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在 75 以上．所以，这 5个因 

子可以对服装品牌风格的各个因素进行充分的概括，而且这一结果可以推广到其他相关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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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ctor analysis on brand-style positioning 

of young women S wear 

LANG Chun—rain。ZHA0 Ping 

(Department of Clothing。Beijing Institute of Clothing＆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By using consumer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from the point view of consumers psychology， 

through the visual symbols element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brands and 

clothing style is found out，and brand—style positioning of different brands and young women S consume— 

trait are analyzed．At the same time，several popular brands in Beijing market are investigated，and fe— 

male consume conception and colony features are analyzed． 

Key words：young women S wear；brand—style positioning；psychological experiment；factor analysis； 

perception positioning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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