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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发展,利用智能科技助力服装品牌突破营销困境备受关注,如何借助虚拟现实技术(VR)为服装营

销注入新活力成为行业热点之一。归纳了VR的应用概况,分析了 VR在服装营销中的典型案例,总结了 VR在服装营

销中的适用场景,并提出VR在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服装品牌利用VR进行智能化营销提供应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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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品牌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

地,利用智能科技打破营销同质化成为了当下的趋势。
与此同时,虚拟现实技术(VR)进入了稳步爬升的光明

期,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开始在各个行业中崭露头

角。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平台,VR的优势在于打造身

临其境的体验,这对以“讲故事”为核心的品牌营销来

说是优秀的故事叙述手段,许多服装品牌对 VR营销

进行了尝试。以VR为媒介的个性化互动营销有助于

吸引潜在消费者、加深品牌印象、引发消费者购买行

为,从而达到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增加营收的目的。
从VR的发展与应用概况出发,聚焦 VR在服装

领域营销环节的应用,分析了服装展示、广告和门店互

动体验3个方面的应用案例;归纳了现在及未来一段

时间VR在服装营销中的适用场景;阐释 VR在服装

营销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VR概述

1.1 概念及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VR)是借助近眼

显示、感知交互、渲染处理、网络处理和内容制作等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构建身临其境与虚实融合沉浸体

验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强调用户连接交互深度[1]。
虚拟现实技术的特性可概括为“3I”,即沉浸感(Immer-
sion)、交互性(Interaction)和想象性(Imagination)[2]。

在21世纪人工智能背景下,大量科研基金与企业

投资注入,国家政策扶持以及科技发展推动了 VR不

断升级。高盛报告曾通过比较VR和其他智能产品的

发展曲线并分析其应用空间、普及度和价格走向,认为

VR有替代智能手机成为新一代计算通信平台的潜

力[3]。随着VR被推向民用市场,2014年Facebook以

高价收购 VR初创公司 Oculus,各行各业嗅到VR的

应用潜力开始频繁试水。如今 VR产业进入沉淀期,
市场应用趋于平稳。

1.2 应用概况

VR技术最初被应用于军事航天等专业领域,比如

NASA利用VR模拟太空环境来训练宇航员。普遍被

看好的VR应用领域包括大众应用中的游戏、直播、视
频和社交以及行业应用中的零售、教育、医疗、房地产、
工程和军事[3]。VR游戏是最先发展起来的应用市场

之一,通过把玩家置身于一个沉浸式的虚拟世界来增

强逼真感;VR直播则受到各类线下大型活动的青睐,
比如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等,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零

距离感受现场海啸般的欢呼呐喊声[4];在房地产、汽车

销售、旅游、展览和购物方面,也都可以借助 VR技术

使顾客足不出户体验产品和感受环境。

2 VR在服装营销领域的应用

VR已悄然渗透到服装行业各方面。VR的“想
象”属性能赋予时尚设计师们广阔的创作空间。2016
年,谷歌推出了 VR画笔TiltBrush[5],相当于 VR版

本 的 Photoshop。2018 年 上 海 时 装 周 上,PRO-
NOUNCE设计师借助 VR 创作走秀服装[6]。鉴于

VR空间透视优势,推测其可以依靠此技术进行服装材

料的微观结构研究与开发,定制特定性能或差异化的

服装材料。Nanotronics公司曾推出一款名为nVisible
的产品[7],可以让研究人员在纳米材料中虚拟漫游。

除了设计与研发,服装营销是目前 VR在业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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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广泛的环节。VR因其特殊的“沉浸”与“交互”属
性,成为了品牌营销的关键手段。无论是快时尚品牌、
奢侈品牌还是运动户外品牌,又或是时尚杂志、百货公

司纷纷加入到“VR+”的行列中。

2.1 VR时装发布会

2014年的伦敦时装周期间,Topshop联手英国科

技创意公司INITION,为其秋冬秀打造了一场VR版

的视听盛宴[8]。无缘前往泰特美术馆涡轮大厅观秀的

时尚爱好者们,能在位于英国牛津大街的Topshop全

球旗舰店获得与时尚界大咖并肩而坐的前排观赏体

验。Topshop推出的VR时装秀正式拉开了服装企业

试水VR的序幕,其他品牌也紧跟潮流争相推出 VR
时装秀或服装展示。如老牌奢侈品牌Dior,轻奢品牌

RebeccaMinkoff和TommyHilfiger,B2B内衣电商平

台theIPS以及高档百货公司Barneys均启用了 VR
这一新形式实现服装的动态展示。

在全民时尚的年代,大众参与对服装品牌的发展

至关重要。服装表演不仅是新产品的动态展示,更是

品牌与整个时尚圈、媒体以及消费者互动沟通的桥梁。
但时装发布会由于场地限制,品牌一般会提前准备好

一定数量的邀请函邀请圈内人士参加。品牌时装秀的

前排座位都是留给时尚人士、社会名流和明星或是品

牌的VIP客户以及赞助商。VR技术突破了空间限

制,不仅仍然保留了传统的线下时装发布会,同时使更

多普通消费者获得了与现场观秀者相同的体验,这意

味着发布会的辐射面变得更广、影响力更大。

2.2 VR视频广告

2015年,美国著名户外品牌TheNorthFace北面

和VR影视公司Jaunt两度合作[9],发布了2支具有北

面特色的VR宣传片。影片“TheNorthFace:攀岩”
中,观众跟随攀岩运动员领略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的自然景色,并和运动员同步体验攀岩的惊险刺激。

VR广告比传统视频广告有效1.5~1.8倍,尤其

是在产品记忆方面,在所有的品牌测试中沉浸式 VR
广告都 有 效 至 少 8 倍,内 容 分 享 率 上 至 少 提 高2
倍[10]。相比普通的广告视频,VR全景广告能充分传

递品牌理念与产品特性[11],不仅能带给忠实消费者新

鲜感,对潜在消费者的吸引力也更强,能够达到较好的

推广宣传效果。

2.3 VR现场体验

2016年9月,NikeSportswear在 上 海 发 布 了

TechPack秋季系列[12]。为了让消费者更直观地感受

这款科技面料和新产品的上身效果,在店内开展了为

期一个月的 TechFleece合身体验活动。穿着 Tech
Pack外套的参与者需要使用侧身、跳跃、弯腰等大幅

度动作躲避远处袭来的障碍物,通过游戏动作来模拟

不同的运动状态和姿势,体会真实运动情境下服装穿

着的舒适度。VR互动游戏相当于模拟出一个测试服

装上身舒适度的运动环境,非常适用以科技面料为宣

传点的新品测评,是符合运动品牌的“试衣”方式。
同样将VR游戏融入到营销活动中的还有 Top-

shop,2017 年,Topshop 在 店 内 橱 窗 搭 建 名 为

“Splash”的 VR水滑梯[13],消费任意金额的顾客可坐

在水滑梯上戴上VR头盔体验在伦敦市中心滑行的乐

趣。Topshop在夏季新品上市时采取快闪店营销,快
闪店能将单纯销售商品的店铺转变成与消费者互动的

空间,通过感官营销增加产品附加值,帮助和促进产品

的销售[14-15]。Topshop抓住季节特点,利用创新装置

在店内营造逼真的夏日氛围,比如大型的水滑梯和水

波纹投影,配合清新椰香和海鸥音效等感官体验,勾起

消费者对于夏日海滩的回忆,刺激她们对上新夏装的

购买欲,促进成交率。

3 VR在服装营销中的应用思考

3.1 VR在服装营销中的应用场景

3.1.1 品牌塑造与推广

VR能很好地帮助品牌提升知名度、提高美誉度和

增强忠诚度,需要展示对潮流具有前瞻性和敏感性或

以科技为卖点的品牌首当其冲能在 VR营销中获益。
对于以科技创新为DNA的户外运动品牌,未来感的包

装能够增强顾客对品牌科技属性的感知。新科技这样

的社会热点是追逐潮流的时尚圈的议题之一,只要有

合适的场合就能使用VR。例如电商品牌想触及线下,
可以在线下活动中利用VR进行品牌推介,增加品牌

曝光吸引潜在客户。

3.1.2 消费体验升级

实体店正值复苏关头,品牌正绞尽脑汁发展线下

零售店,以体验感、场景化、社交沟通与大数据为核心

的快闪店、生活体验空间和线上线下同步营销受到服

装品牌的青睐。在基于体验营销的零售模式中,VR能

够起到促进作用。一种是增添购物流程中的附加娱乐

属性,完整购物场景,取悦消费者,提升转化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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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与产品直接关联的VR体验,包括服装表演展示、
商品上身感受和产品DIY。因技术限制,VR营销集

中在线下零售端,线上VR购物目前还未成熟。
从整个线下消费流程来看,VR营销能引起消费者

的注意,聚集人气。在购物过程中能提供顾客与品牌、
店内环境和产品的深度交互,提高顾客参与度,推动购

物决策。

3.2 VR在服装营销中的应用瓶颈

VR改变了消费者单向接受品牌信息的方式,在品

牌一对一互动方面占有优势,但还无法替代传统的营

销手段,VR更适用于大品牌的短期活动。

3.2.1 硬件和软件性能有待优化

近年VR技术走向成熟,直接面向消费者和商家

的输出设备满足不同体验需求,后期制作与配套软件

也逐渐升级。虽然借助现有的VR设备能初探虚拟现

实世界,但较简易的交互场景、舒适度欠缺的佩戴设

备、易产生眩晕反应等技术难题还亟待攻克。在没有

颠覆市场级别的硬件或内容诞生之前,高昂的价格使

得VR设备在消费者端持有率低,因而目前 VR在商

家端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2.2 服装产品的表现力有限

VR在服装品牌中的应用以宣传广告和产品展示

为主,形式和内容较单一。基于目前的技术水平,VR
的优势在于空间场景的构建,适用于场景本身就能作

为商品展示的行业,如房地产中的室内装潢、汽车试驾

中的车内饰。服装是需要穿在身上才能感受产品细节

的,消费者在制定购物时的决策重心在于服装是否合

适。虽然有VR时装秀这类服装款式的展示,但不能

体现面料质感等产品细节,还无法实现线上 VR购物

这一很可能颠覆现有电商的新兴零售模式。

4 结语

VR是市场化相对成功的现代智能科技之一,在服

装领域特别是服装营销环节有诸多成功应用案例。

VR作为一种新型媒介能帮助品牌达成不同的营销目

的,比如在品牌塑造、推广和零售端提升消费体验方面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虽然该技术目前仍然存在硬件

和软件水平待提升、需开发针对展现服装细节的应用

内容等问题,但随着技术发展,VR体验中的服装建模

与场景交互将会更加真实自然。VR技术为服装行业

和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将是革命性的,VR技术的应

用是服装品牌营销智能化的必然趋势,在服装营销领

域存在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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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中使用,视觉效果上与襦衫的领襟相似,整体美观,
使服装的层次更丰富。

3.4 襦与裙的结合

从受力合理、造型美观、穿着方便的角度而言,将
上襦和下裙合为一体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做成套

头式裙装,将齐胸裙与襦在连接处缝合,或者将襦与裙

缝合后,在侧边留出拉链方便穿脱;同时保留系带,突
出服装的款式特点和整体美观。这样的改良方法与传

统服装的形制差距较大,仅仅具有相似的外观,适用于

关注造型美观和设计合理的消费者。

4 结语

襦裙作为唐朝女装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我国传统

服饰的文化内涵,深受消费者喜爱。在保证其造型风

格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结构设计、工艺和原辅

材料,改善仿唐代襦裙的种种弊端,使其既美观大方,
又穿着舒适、功能合理,更为消费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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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full-lengthchestdressimitatedfromTangdynastywaswelcomedbymanyfemaleconsumersnowadays.However,

ithaddisadvantagessuchascomplexwearingprocess,easilyslippingoffandbringingdiscomfortbylacing.Thestylecharacteristics

ofchestdressofTangdynastyweresummarized.Thestructureandwearingdisadvantagesofcommonchestdresswereanalyzed.Cor-

respondingimprovementmethodswereputforward.

Keywords:dressculture;women'sweardesign;product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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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VirtualRealityinFashionMarketing
LIUYi-yun,JIANGZhi-wei

(CollegeofFashionandDesign,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useofintelligenttechnologytohelpfashionbrandsbreakthrough

themarketingdilemmahadattractedmuchattention.Howtoinfusedynamismintogarmentmarketingwithvirtualrealitywasoneof

thehotspotsinfashionindustry.TheapplicationoverviewofVRwassummarized.ThetypicalcasesofVRinfashionmarketingwere

analyzed.ThentheapplicationscenariosofVRinfashionmarketingwerediscussedandtheexistingproblemswereputforward,soas

toprovidereferenceforfashionbrandstouseVRforintelligentmarketing.

Keywords:virtualreality;fashionmarketing;technology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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