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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简介

上海玄鹏贸易有限公司创建于2016 , 旗下服装品牌 
CHENPENG,由设计师陈鹏2015年创立于英国
伦敦, 次年成立上海分公司

公司主要经营服装服饰,鞋帽,针纺织品。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产品主要出口英国 ,美国 ,加拿大 ,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丹麦 17个国家

销售 100多家高级买手店及商场,电商平台等,如  
Dover Street Market, SSENSE, Opening  
Ceremony,Leclaireur, Luisa Via Roma,  
Isetan, Joyce, Galeries Lafayette. 产品受到 
Rihanna,Lady Gaga,P!nk,Bella Hadid,  Nicki 
Minaj,范冰冰等明星们青睐

“如果理想化的社会平等还离我们很远，  
那时尚平均主义可能是平等概念的先驱”



“当我开始创立CHENPENG的时候我24岁,
但我始终清楚的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陈鹏,品牌设计总监,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男装研究专业,同年 
保送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品牌CHENPENG提倡"平均时尚 主
义", 为少数特殊体型群体宣言 , 其设计美学中没有美与丑 的
分界线, 是突出个人特点。通过对胖瘦两种体型人群的研 究,
设计出最适合大众的服装。ANTIDOTE杂志的造型师 Anders 
Slovsten Thomsen 称其是反传统主义的,离经
叛道的。

作为CHENPENG的创意设计总监,陈鹏对于整个
行业有的自己的见解与态度。他认为保持生产和设计过程的 
紧密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在设计中有些大胆和出人意料的元素 
是必需的,但也要同时保持实用和功能性。

2016 11月 被 H& M  Design Awards 2017 提名全球八强设计师
2017 7月 被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提名
2018 2月 作为独立设计师品牌参加纽约男装周天猫中国日

品牌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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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品牌的第六个发布系列，全新的产品中体现出设计师在户外服装制作方面的不懈努力与技术升级。 防风、防水 
以及反光条、无缝压胶等顶尖户外服装制作工艺的升级，联合 Textile Library 对涤纶材料的再造，达到不同透湿防水 
系数的物理指标。表达了设计师在追求表达自我的“平均时尚主义”原创概念同时对于实用功能性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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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性别范围

利润增长

女性 男性

羽绒服

夹克

衬衫

配饰

下装

针织

体

CHENPENG的品牌优势在于羽绒品类的特 

殊膨胀感设计.每年百分之66的销售量在于羽 

绒品类和配饰，并且百分之77.6的品类在全
球售卖.其中以北美，亚洲最为热卖. 百分之
60的消费者是女性而百分之40的是男性，年 
龄范围在15岁到70岁之间，从而使得我们的 
产品适合更广泛的人群穿 着

从2015第一个季度以来，季销售量以1.5倍 
率增长，而利润也呈现连年快速增长，以 
2018季度的销售量为例，订货价达到了五百 
万元，而销售价则创造了一千五百万的销售 
量，预计在2020年达到四千五百万的销量，  
而产品品类也从一开始的羽绒服主打慢慢扩 
张成为多品类产品产出，比如羽绒背心，手 
套，夹克，风衣，针织服装，手套帽类配饰 
等等

16年－19 年

品牌定位

“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品牌的优势所在以及顾客群的年龄和职业”

产品品类图表



1.标志性的风格及轮廓

在衡量了不同人群的身体尺寸的差异之 
后，所设计的服装款式更加适合胖瘦两 
类人群穿着

3.温暖而舒适

所有的羽绒服皆是使用最佳品质的鹅绒 
填充，以确保最温暖的体验同时保持最 
轻的重量，让人收获一种拥抱感，安全 
感和自信，也提高了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2.经久不衰及可持续发展的

羽绒服和针织衫是人们为了保暖而日常 
穿着的主要品类，而在日常生活中，他 
们也俨然具有时尚的基因所在.并且，羽 
绒本身是可以回收循环利用的

4.时尚和功能性的结合

不同的布料给予了羽绒服不同的特性，  
像是防风，防水，阻燃，透气性的布料 
使得羽绒服本身具有更强的功能性. 未来 
高科技材料会成为一种趋势，而挑选布 
料时，颜色上采用明度较高的色系以带 
给人们一种精神和视觉上的鼓舞

品牌设计理念



品牌设计方法学



版型工艺



在研究观察了胖与瘦两类 
人群的体型，轮廓，肌肉 
脂肪，运动路径的异同之 
后，意在打造两类人都适 
合着的服装，因此通过立 
体裁剪和平面打版两种方 
式的结合去诠释一种胖瘦 
皆宜的服装廓形，结合人 
体工学和肌肉形状，不断 
的进行实验修改，版型上 
使用多条分割线以及褶量 
转移，并拢，放量，而材 
质上填充了大量棉来创造 
出一种肌肉般但宽阔的新 
轮廓，带给人一种强壮但 
温暖的归属感，从而使得 
羽绒服变得既有时尚夸张 
的外观也保持了极佳的保 
暖性，兼具了美观与实用

样品制作



材料测试



Thermolite核心升级版

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提供隔温层

的的同时不增加额外的重量，Thermo  

lite核心升级版是不含任何刺激物质，-  

由纯聚酯纤维制成，易于打理，并且 

透气性强

复合蕾丝材料

将蕾丝这样的传统材料与tpu这种当代 

材料复合，从而去创造一种新型材料

，既有tpu材料的防水性，又保持蕾丝 

材料的优雅美观

20 D  聚酯纤维

20 旦 纤度的聚酯纤维布料非常的轻薄

，与较厚的同类型布料相比，充绒表 

现更好，同时也具有防水防风的特性

40 D  聚酯纤维

40 旦 纤度的聚酯纤维布料纤维较粗，  

因此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能够展现更强 

大的防水防风功能，这样的品质使其 

也很适合做户外服装

布料特性



完善的生产链

在CHENPENG羽绒服的制作流程中，所有的原材料被严 
格挑选及测试，保证所有的鹅绒和鸭绒都是纯天然，无 
污染，无细菌，我们的合作伙伴浙江柳桥集团拥有专业 
的羽绒测试中心去检测我们的在产品中所使用的羽绒成 
分

严选最好的鹅绒， 
手工检验，确保所 
有瑕疵绒都被剔除

化学测试实验室主要分析绒的成分
；蓬松度；充绒率；以及油分含量

对于绒含氧量分析及潜在细菌 
检测

羽绒实验室



晨风集团制造

从2016年起，CHENPENG的纺织产品的 

生产流程就在开始晨风集团进行，并达成 

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晨风集团是中 

国服装制造业中排名前五的顶尖企业，拥 

有超过长达五十的产业经验，它的主要客 

户有优衣库，STELLA McCATNEY和许多  

其他品牌，其产品加工流程配备了从德国

，日本，美国进口而来的顶级设备

高效率的流水线，顶级的生产流程以及生 

产工艺确保了CHENPENG的产品品质

CHENEPENG羽绒服的每一裁片都需经过 

数十步的制作工序，设计，研发，分型，  

采购材料，裁剪，缝制，后处理，品质检 

测，包装，运输，每一裁片都至少需要20 

个小时的流程，并且每个产品流程严格遵 

守指示，来确保产品都是最佳品质



品牌商业布局



品牌店铺示例



品牌全球媒体资源案例

《 Vogue UK》|《Vogue Japan》 |《Vogue Brazil》|《GQ UK》|

《 G Q  China》| 《i-D》|《Love》|《Dazed》|《Pop Magazine》

｜《TIME》｜《Another Man》｜ 《Fucking Young》｜《Hero》

｜《T-Magazine》｜《ANTIDOTE》｜ 《SAUNA》｜《Vogue M e

》｜《Yoho Girl》｜《ELLE Men》｜《ELLE 》｜ 《WWD》｜《时尚 

芭莎》｜《Bof》｜《Forbes》｜《10 Magazine》｜ 《 YOHO》｜

《Pansy》｜《Super Elle》｜《King Kong Magazine》｜《Teen  

Vogue》｜《Nylon Japan》｜《L’OFFICIEL》｜《New Star》｜

《Vice》｜ 《时尚志》｜《男人装》｜《男人风尚》｜《NYLON》｜

《Wallpaper卷宗》｜ 《搜狐时尚》｜《新浪微博》｜《腾讯时尚》

｜《华丽志》｜《Not Just a  Label》｜《YOKA》｜《嘉人Marie  

Claire》｜《时尚COSMOPOLITAN》｜《优家画报》｜《O!what装 

偶像》等









媒体报道



品牌国际明星合作案例

Lady Gaga



品牌国际明星合作案例

Nicki Minaj



RihannaP!nk

品牌国际明星合作案例



品牌国内明星合作案例

章子怡

张慧妹

谢娜

陈伟霆

唐艺昕

张嘉倪

阚清子 经超

朱星杰



品牌全球粉丝案例



品牌全球粉丝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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