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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质棉被更受欢迎
究竟哪一款材质的棉被更

好，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头大，因
为市面上可供选择的棉被类型
实在是太多了。 总体而言，最常
用的棉被就是五大种类：棉花被
、人工化纤被、蚕丝被、羊毛被以
及羽绒被。

综合商家以及部分市场研
究报告所体现出的趋势看，新款
流行材质、通透性好、抗菌健康
等性能突出的被子， 关注度最
高。 直接体现为：蚕丝被、羊毛被
以及羽绒被， 市场关注度最高，
被子当中的填充物增强质感；棉
花被最为传统当然也最为稳定，
依然是当前的主流选择；相比之
下，人工化纤被的关注度明显降
低， 价格便宜但舒适度略差，只
有特别在意价格或者短期性消
费需求者选择更多。

每一种材质的被子都各有
千秋，可供消费者各取所需。 蚕
丝被轻盈而保暖性强， 内容填
充物又可区分为桑蚕丝 （白蚕
丝 ）和柞蚕丝 （野蚕丝 ），显然细
腻的桑蚕丝更受关注， 当然价
格更高， 相当于两倍柞蚕丝被
的价格都不出奇； 羊毛被和羽
绒 被 同 样 具 有 保 暖 性 好 的 特
点， 但如果是全纯羊毛或者全
纯羽绒的被子，价格高不说，实
际上在并不算寒冷的南方地区
用起来会显得“偏热”。 所以，

“混搭”是比较流行的方式，既有
蚕丝与羊毛混纺的被子， 又有
“一面蚕丝被、一面羽绒被”的双
面被子，俗称为“四季被”。 夏季
吹空调的时候，单独取出轻薄的
蚕丝被来盖，冬季把“蚕丝被 +
羽绒被”合二为一。

此外，棉被消费升级的趋势
从内到外持续延伸，注重设计款
式和体感舒适度。 面被的面料靠
材质取胜，丝光棉甚至贡缎面料
等手感丝滑细腻的被面，最受青
睐。

不能忽视的床褥
很多人特别注重盖在上面

的被子，却容易忽视垫在下面的
床褥。 实际上，床褥的使用，甚至
在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是“七分垫
被三分盖”， 没有下面的垫被托
底，上面被子盖得再厚，也是会
觉得“凉凉”的。 而且被子盖得太
厚的话，有时会感觉呼吸都受影
响。

家住东圃的潘女士就反映，
她比较怕冷， 尤其是怕冷背，所
以，宁可褥子要垫得厚一点。 但
是不是真的要“七分垫被三分
盖”，恐怕还是要因人而异，选择
合适自己的床褥材质和厚度。 通
常来说， 棉质的床褥舒适度更
好，是最受大众欢迎的。

说到褥子不能不提到电热
毯。 在广州这样相对温暖的地

区， 恐怕用电热毯的是少数，但
也不缺乏使用者，尤其一些有老
人和婴幼儿的家庭。 电热毯提前
预热， 可以让被窝迅速升温，很
快就暖起来。 不过，电热毯很容
易让体感过热， 体内蒸发也更
快。 除非特殊情况，否则长期使
用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方式。

现代人多喜欢用床垫。 有的
人会认为有了床垫就不需要用
床褥了，实则不然。 冬天时段，床
垫的保暖性和舒适性依然不如
加配一张床褥；而且床褥往往还
需要有套上床单，作为一个“隔
层”，避免床垫容易脏。

除尘除螨要勤快
“三月不晒被，六百万螨虫

陪你睡”。 这真的不是吓人的，而
是确有其事。 被褥用久了，自然
就容易滋生尘螨。 尘螨非常顽固
不化，不光是活的尘螨容易导致
过敏，并且那些已经死掉的尘螨
尸体也是过敏原之一。

所以，冬天晒晒被褥是非常
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晒的时
间要讲究， 一般是早晨 10： 00
到下午 3： 00 比较温暖的时段；
有一些材质的被褥不宜暴晒，比
如蚕丝被、羊毛被、羽绒被，暴晒
容易导致内容物变质，晒一个小
时左右便要收回。 很多人喜欢边
晒被褥边拍打，的确对于除螨有
很好的效果。 不过像蚕丝被、羽
绒被等内容物比较细腻的材质，

过重拍打反而会适得其反。
推荐两个除螨“神器”，除螨

机 + 小型吸尘器。 除螨机利用光
照、震动等方式杀死螨虫，再利
用吸尘器快速吸纳碎屑，保证被
褥的清洁干净。 但前几年除螨机
大干快上， 市场上遍地都是，有
的除螨机效果很难界定。 只能
说，除螨机是辅助手段，除螨并
非是一劳永逸的活儿，需要反复
不间断除螨。

此外 ， 有的床垫天然“抗
螨”，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些带有
乳胶、黄麻纤维、亚麻等材质的
床垫， 特殊的自然味道能够抑
菌；或者在床垫里面加上一层防
螨内胆套面料，也是极好的。

进入 12 月， 几轮冷空气连番努
力下，广州终于有点冬天的样子。 然
而，广州人民突然发现，今年的羽绒
衣涨价了？！

羽绒涨价上热搜！
10 月底北方降温，“羽绒涨价”

就已经登上了微博热搜。 而正在努力
“入秋”的广州，直到 11 月底才感受
到北风凉意，感受北方人民所说的羽
绒涨价。

根据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今年羽
绒服价格有着不同程度的上涨，直接
将“羽绒服涨价”这个话题推上热搜。
根据苏宁公布的数据显示，以波司登
为例，去年秋季羽绒服的平均售价在
700-800 元之间，而今年已经达到了
1100-1200 元。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市内，千元内
轻薄羽绒，看起来影响不算大，定价
策略基本仍能坚持在 999 元的“千元
内”心理价位内。 某主打性价比的品

牌， 店铺负责人对记者的询问回应，
今年推出的轻薄羽绒没有明显涨价，
但由于原材料涨价的原因，暂不会有
以往几乎长期进行的打折优惠。

千元至万元级别的中高端羽绒
服，则市场变化比较明显。某美国品牌
羽绒服，明星主打款今年去到 4000 元
价位；而国牌代表波司登，主力产品除
了价格在 1000-2000 元内的都市系
列、设计师系列，引起舆论轰动的 10
月底新推出的登峰系列，价格在 5800
元至 11800 元之间， 令人感觉价格直
逼羽绒服国际大牌价位。

国际大牌表现如何？ 羽绒服界的
价格标杆，加拿大鹅的轻量羽绒维持
5000 元左右价格区间， 经典的白鹅
绒派克大衣则在万元左右。 盟可睐
（Moncler）羽绒服，除了少数接近万
元款 （如 Bady 系列 9850 元 ），其余基
本万元以上，一件派克短外套 19000
元， 点缀花卉图案的中款羽绒夹克
17000 元。

总体而言，今年市场上羽绒服平
均价格有所上升， 令人感觉“买不
起”。 不过大多是通过产品升级，或是
推出新产品而达成，而非直接涨价。

为何涨价？
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否原罪？

原材料价格上涨，是不少品牌给
出的直接答案。

根据央视调查数据显示，含绒量
90%的白鸭绒，2016 年 9 月 1 日的
价格为 19.4 万元 / 吨，2019 年上半
年最高价格为 45 万元 / 吨。 下半年
鸭绒、 鹅绒的价格比年初下降了不
少，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业内人士透露，在羽绒服的成本
中，羽绒的占比大约在 20%-30%。为
何普遍感觉升价？ 来自中国服装协会
数据显示， 全球羽绒服市场规模从
2013 年的 511 亿美元 ， 到 2018 年
1304 亿美元， 进入一个逐年递增的
稳定增长期。 而我国 2018 年羽绒服
市场规模约为 1068 亿元， 同比增长
10%以上。 有这样的消费规模，消费
升级导致的涨价并不奇怪。

潮流升级！
中高端羽绒选择更多
国际高端羽绒品牌进入中国，拉

高了消费者心理价位。 近两年积极进
入中国市场的国际高端羽绒品牌，贡
献良多。

11 月 13 日 ， 加拿大鹅公布的
2020 财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数据显示，
其在中国市场整体表现依旧出色，销
售额增长近一倍。 而盟可睐 2019 上
半年财报也显示 ， 营收同比增长
16%，中国市场增速领跑全球，已经
成为该品牌的第一大市场。

另一方面， 今年的国潮兴起，国
牌羽绒服走向高端化、潮流化，充实
了中高端羽绒服市场，也改变了以往
“两头大， 中间小” 的羽绒服市场状
态———人们发现中高价位的羽绒服
选择更多了！

在刚刚过去的“双 11”，波司登 7
分钟销售额破亿，全渠道销售额同比
增长 37%，突破 10 亿元大关。值得注
意的是，高端产品增长明显，1800 元
以上的高客单商品销售额同比提升
147%，占比同比提升 56%。

而在 2019/20 财年中期业绩公
告之前，11 月 28 日波司登携手“爱
马仕黄金时代缔造者”高缇耶，推出
的“设计师联名系列”，开售当天，专
卖店门口大排长队， 明星同款刷屏，
高端化路线规划清晰可见。

提升高端产品占比是品牌升级
的产品策略之一。 波司登负责人就曾
公开表示， 其羽绒服的售价在 2018
年就平均提高了 20%-30%， 未来还
将继续提价， 将主力产品价格定为
1500 元 -2000 元， 提升高端产品占
比。

羽绒服的时装化，显然直接带动
了羽绒服市场的全面升级，不少国牌
将羽绒服产品带到纽约、 米兰时装
周，令羽绒从单纯的御寒衣物，升级
为体现生活态度与美学的时装。 这大
概解释了为何今年冬天感觉羽绒特
别贵。不过，好消息是，同时也给了消
费者更广阔的中高端产品选择空间。

“忽如一夜冷风来， 千被万被盖起来”———这当然是网友们戏谑
的说法，但确实说明现在已经开始冷了。 即便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
地区相对很温暖了，但晚上最低温度都要去到 10℃左右，必然是需要
盖好被子的。

问题来了：“暖”字当头，如何盖好一床棉被，让这个冬天更温暖？
细究起来，还真是有蛮多门道呢。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启兵

———2019 冬季保暖消费趋势行情分析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未来皮革的时尚新趋势会是怎样？ 如果你还将关注
点放在它外观上，那就落伍啦！ 专家称，皮革颜值固然会
越来越高，但最重要的是，它将具有可持续性的趋势，新
颖环保，适应新一代消费者。

在上周广州举行的“皮革时尚新可持续性趋势”———
LINEAPELLE� 琳琅沛丽皮革研讨会上，意大利国际时尚
趋势研究专家奥瑞塔·派蕾泽瑞向广州的皮革从业者们
分享了接下来几个季度的皮革流行趋势。

回收再生、科技智能、外观多变……

皮革新趋势令人脑洞大开！

选选“被子”有门道
藏着掖着更温暖

可持续发展，创
造新价值

在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的当下， 他们往
往想购买的是一种价值观，而
非单纯的产品。 在这种消费观
念影响下， 皮革的再制造、再
维修、 再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越
来越受到关注。

因为皮革从动物中来，皮
革的生产加工对环境也有一定
影响， 所以从环保的角度，促
进动物皮革的可持续发展，循
环利用， 减少产品原料及表面
加工材料的使用， 减少皮革生

产时的用水， 二氧化碳及污染
物的排放， 粘合剂的使用，是
目前意大利皮革生产业界十分
关注的问题。

意大利国际时尚趋势研究
专家奥瑞塔·派蕾泽瑞称，研
究可再生的皮革材料， 促进循
环再利用， 关系到皮革领域的
前景。 比如旧鞋如何回收和转
换、再利用。 在这一过程，创意
设计显得非常重要。

奥瑞塔·派蕾泽瑞展示了
一款创新的皮具背包， 使用可
再生尼龙和再生皮， 用 3d 打
印技术制成， 生产过程能源损
耗很低； 用皮革制成的滑板，
加入了科技元素， 防水防滑，
十分环保。 还有旅行包的时尚
趋势， 是使用非常轻软和耐用
的皮革制成， 不但轻便， 而且
寿命延长。

在未来， 为客户量身订制
的皮具制品、 纳米技术的应用
令产品有更卓越的性能等等，
都将适应新一代注重环保和创
意的消费者。

智能极简主义，
外观低科技和超大型
皮具流行

除了可持续发展，奥瑞塔·
派蕾泽瑞还给广州的皮具制造
界带来几个新名词： 智能极简
主义、 外观低科技、 抗重力作
用等。

智能代表长的寿命， 让几
代人都能用， 带来是低污染的
新生活， 符合当下极简主义的

趋势。
皮革抗重力作用， 表现在

它的轻质，富弹性，再以精准的
切割，形成完美的线条和设计，
无缝的接合令皮具浑然天成。
未来轻质皮革的粘合将有不少
革新，带来崭新的面貌。

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复
古潮流带动下， 皮革的低科技
外观也在流行中， 复古又新潮
的皮鞋、 皮包等看上去不是由
皮革而是帆布制成。

今年超大型的皮具流行，
大皮包更强调质轻和超柔软的
手感。

高科技令皮革外
观创意大爆发

再回到皮革外观上， 高科
技大大推动了皮革外观的创
新， 新颖的设计令皮革呈现出
千姿百态的视觉和触觉效果。

在意大利最新的皮革样品
和设计展示中， 双面效果的皮
革、nappa 皮革、 嵌入式花纹、
三维四维甚至多维的皮革激光
打印、 经高科技处理后的闪光
效果、拉伸效果、还有新颖的蕾
丝图纹、微观几何拼接、四维立
体折边、 具建筑感和记忆感的
皮革等等， 都令参观者眼界大
开。

据介绍，第 98 届琳琅沛丽
皮革展将于明年 2 月 19-21
日在米兰举办， 将展出更多创
新皮革制品。 意大利皮革市场
目前年营业额为 50 亿多欧
元， 在高科技创新和时尚设计
方面位于世界领先水平。意大利皮革业引领了皮革发展的新趋势

皮革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关注

皮革外观令人耳目一新

怎么买？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 / 品牌提供

天冷请注意！
羽绒涨价

除螨机

入冬床褥

短款夹克

制图/刘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