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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的
“
独角兽”之道
访猪八戒网创始人、CEO 朱明跃
2016 年，服务经济正成为中国

提早了八年， 在服务交易和服务众

小微企业 500 万家， 包括机构和个

包领域名符其实的
“
独角兽”企业。

的下一个蓝海。 而在“双创背景”

包领域进行了耕耘和布局。 这家企

人在内的服务提供方则有 1000 万，

猪八戒网 CEO 朱明跃则告诉

下， 服务于创客和中小微企业的
“创客空间”酝酿着巨大的机会，这

业就是猪八戒网， 如今已经成为中
国最大的服务众包平台。

建立起拥有 3000 万件原创作品规
模的数据库，累计实现交易额 75 亿

《中国经营报》记者：“如果说淘宝所
创设的线上商品交易是电商的 1.0

在商业模式上，猪八戒网

也是腾讯、阿里、京东都在做创业
孵化的重要原因。

网上有一句话，“买商品上淘
宝，买服务到猪八戒网”，甚至把猪

元人民币以上。
2015 年 6 月， 猪八戒网宣布获

版本的话， 那么猪八戒网所做的线
上服务交易就是电商的 2.0 版本。

改变了过去威客收取佣
金， 收过路费的商业模

然而，一家曾经名不见经传的

八戒网看作服务交易的“淘宝”。 目

得总计 26 亿元人民币 C 轮融资，最

在线上服务交易领域， 酝酿的同样

式，代之以“钻井模式”，即通过

企业，却比上面的电商巨头们足足

前， 猪八戒网已积累购买需求的中

新估值超过 110 亿元， 成为服务众

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

做服务的交易，把平台数据的海
洋做大。 在数据的海洋里面，我
们去挖掘这些大数据的价值，然

打造服务众包的“
钻井模式”

把平台数据的
海洋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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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提供延伸服务或者是收入。
《中国经营报》：对很多人来说，

模式依赖于交易规模足够庞大，

服务众包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模式，猪
八戒网早在 2006 年就切入这一领

你的佣金才收得高， 但佣金模式
往往又成为交易规模和交易频次

域，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市场磨合和创

的障碍， 这也是猪八戒网在年佣

新？ 目前是一个怎样的业态？

金收入达到 6000 万元人民币以后

朱明跃：从猪八戒网的商业模
式来看， 最开始是像 K68 这种威

很难突破的一个原因。
改为“钻井平台”之后，虽然取

客模式， 威客一般指那些通过互

消了佣金收入，平台一分钱都不赚，

联网把自己的知识、智慧、经验、
技能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人。 这种
威客模式很简单， 就是让有设计

但是数据仓库却是一个巨大的蓝
海。 海底里面有石油，有矿产资源，
钻井平台就是要在数据海洋里钻

创业需求的企业通过这个平台来
悬赏， 然后专业技能人士就来投

井，将这些资源挖掘出来。目前猪八
戒网做的
“
商标知识产权”的服务项

标，悬赏与竞标的交易模式。 我们
最早的产品创新就从这开始，保
留悬赏模式， 但在悬赏之外增加

目就是一口能获得上亿收入的水
井。国家商标局的数据显示，过去每

了招标的模式， 就是把传统线下
招投标的方式移植到网站上做服
务的交易。 比如说你要做一套 VI
体系或者要开发软件， 这种工作

个工作日的商标注册最多五六十单
左右，而猪八戒网每天就有一千单，
目前已是全国最大。 2016 年国际商
标品牌会议在重庆举办， 就与猪八
戒网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绩有关。

量比较大，你就不要先悬赏，你就
写需求， 这些服务商也不用先开
发出来，是先来报价，然后再来选
中一个人进行一对一的交易。

但事实上， 在猪八戒网的数据海洋
里，这种水井会有很多。
《中国经营报》： 既然这是一个
巨大的市场，猪八戒网又取消了原有

之后， 我们进一步借鉴传统电

的佣金模式，那么，能否以知识产权

商，推行店铺的交易模式，尝试推动
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和机构， 到猪八

服务为例，谈谈猪八戒网潜在的掘金
机会？

戒网上来开店铺， 把自己的能力作
为一种商品包装出来， 让大家雇佣
或者购买。借此项创新，使我们不是

朱明跃： 围绕商标与知识产权
服务，猪八戒网成立了“商镖局”，在
原有的商标设计服务的基础上，引

只覆盖一千元以下的交易， 不是只
做那种需要零散创业的服务， 而是
延伸到企业的 VI、软件、网站建设、
商务服务， 乃至于后面延伸到知识
产权服务。
除了产品模式的创新之外，在
商业模式上， 我们也改变了过去
威客收取佣金， 收过路费的商业
模式，代之以“钻井模式”，即通过

入商标注册服务， 同时注册完了还
会有交易，有纠纷，包括中国的企业
走出去，都需要服务机构的介入。所
以，在知识产权领域里，我们做了一
个很大的布局。
第一步我们做商标注册代理，
相当于也是一个入口。 第二步我们
已经在做商标的交易，有人手上有
一个商标要卖，有一个人需要买一

做服务的交易， 把平台数据的海
洋做大， 在数据的海洋里面去挖
掘这些大数据的价值， 然后提供

个商标，这个交易单价几万到几十
万元不等，目前猪八戒网正在申请
知识产权交易所的牌子。 第三，在

延伸服务或者是收入。 因为佣金

商标领域我们还做了一个“洋镖

撮合海量人群
服务如何标准化，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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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如何验收，都是很
难做的。 平台如果尝试着要把服
务全部都标准化， 绝对是死路一
条， 因为服务一个 50 块钱的

朱明跃简介
猪 八 戒 网 创 始 人 、CEO。
1974 年 6 月生人， 土家

LOGO 和 50 万的 LOGO 之间
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很难标准

族，原《重庆晚报》首席记
者 ，2006 年 创 建 的 猪 八

化。 平台要想做大规模，不是尽可
能地把服务作为一个商品标准化
起来， 而是把海量的人群尽可能
地撮合起来， 即服务的交易完成
需要一对一撮合过后， 他们自己

戒网是全国最大的在线
服务交易平台。 被看做腾
讯、阿里、京东业务升级
的方向。 李克强总理称其
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支撑平台。

去个性化的完成定制， 这才是解
决之道。

创造和刺激需求
在创造和刺激需求方
面，无非是两个，一个
是推一个是拉，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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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个品牌和市场的营销，
进一步地推动中小微企业往互
联网上去寻找服务解决方案的
大趋势。

深度

熊晓鸽：我为什么投猪八戒
局”， 就是帮助中国的企业申请国

案件的收入比这个还要高，商标交

外的商标，帮助国外的商标申请中
国的商标。 第四，有了商标注册领

易那一块又比这两块要高。
目 前 ，“猪 标 局 ” 代 理 的 商

域的这些数据资源，可以进一步进
入商标纠纷的领域，商标的纠纷到

标 、 专 利 、 版 权 等 共 有 100000
件 ， 单 月 成 交 量 突 破 15000 件 ，

手的产值，比商标注册的产值还要
大。 现在商标注册收 2 亿元，纠纷

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知识产权
服务商。

通过“
封装流程”解决服务非标准化问题

对于朱明跃来说，2006 年把自己的创业公司起名为
“
猪八戒”一方面
纯属偶然，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巨大的幸运。 这就像他在中国开启的
“
服务
众包”模式，一方面是历经 9 年，充满曲折和艰辛的取经之路，另一方面却
又等到了政策的东风，在
“
双创”的背景之下最终春暖花开。
早在苏宁的
“
众包论坛”上，记者就跟他聊过猪八戒网的来历，因为混
迹地产圈的老人会知道，2000 年左右的时候，潘石屹的现代城地产就曾经
有一个猪八戒网，但是由于猪八戒网后来不再经营，让朱明跃捡了一个大
大的
“
漏”。
令朱明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
“
巨漏”还在猪八戒网此后的融资道路
受益非浅。 来看一下猪八戒网的融资历程：天使轮融资 500 万元，2011 年

《中国经营报》： 与商品交易的

在 VI 设计方面，有两个世界的

所以猪八戒网后来认识到， 帮助结

者只做一个动漫设计服务的交易平

标准化不同，服务交易的非标准化是
困扰所有服务交易领域里面创业者

人， 一个世界的人是那些创业者或
小老板，他们有刚性需求，但需要引

婚还不够，还要教给他们“生孩子”
的三部曲，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服

台，都无非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
情， 建立一个平台尽可能去吸引买

的一个重要问题。能否谈谈你是如何
将服务进行标准化的，或者如何克服
解决这一问题的？
朱明跃：的确，这是服务交易
领域的创业者长期无法逾越的问
题，也曾困扰猪八戒多年，服务如
何标准化，如何定价，如何验收，都
是很难做的。 这个事情我们经历了
九年的折腾以后， 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我们认为平台如果尝试着要
把服务全部都标准化，绝对是死路
一条， 因为服务一个 50 元的 LOGO 和 50 万元的 LOGO 之间的区

导。 另一个世界的人是专业技能人
士，我们通过猪八戒这个平台，将这
两个世界里面的人群撮合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能够产生一对一的联
系，包他结婚，但是不要包他生小
孩。强调一下，“包他们结婚”，让他
们自己过日子，这就是服务交易规
模化起来的根本，但不能“包生孩
子”，因为这个平台是做不了的。这
个教训，中国至少上万的创业公司
都死在这里，一上来他就觉得我应
该标准化，但实际上走不通，此路
不通。

务的封装，不是封装产品，而是封装
流程。
在猪八戒网， 我们规定了几个
结构，第一步要结婚，第二步结婚以
后你们应该有沟通需求， 第三步你
们一定要通过平台来担保， 第四步
卖家开始工作，第五步买家验收，货
到了你就付款， 这样就把服务的流
程封装起来。 所以服务产品的标准
化并不是服务本身的标准化， 服务
本身必须是个性化定制， 但是服务
的流程是一定要封装起来的， 你才
能够对卖家进行管控， 让买家拿到

家流量到平台上来， 但很多人不是
这样做的，他是建立一个平台，尽可
能整合卖家上来， 结果整合上来以
后，这些人都吃不饱，这个平台就建
不起来。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建立一
个平台， 尽可能吸引到垄断买家的
流量。
第二步是把服务的流程封装起
来，确保交易的效率和双方的利益，
不能做产品的封装， 而只能够做流
程的封装。
第三步严苛的管控卖家，要
确保用户的服务体验， 因为卖家

别实在是太大， 因此你很难标准
化，服务就是个性化的定制才叫服
务，不可能标准的。 因此，平台你要
想做大规模，不是尽可能地把服务

第二， 当你完成双方的结婚撮
合以后， 你又不得不保障双方的利
益，服务交易这个流程很长，买方是
通过你这个平台找到卖家的， 如果

满意的结果。
《中国经营报》： 现在很多大的
电商平台都在进行从商品交易到服
务交易的升级， 以猪八戒的经验来

一定是要被管控起来的， 不然的
话用自由的 C2C 的平台模式， 自
由市场集贸市场那种方式， 这里
面就有太多的买家拿不到满意的

作为一个商品标准化起来，而是把
海量的人群尽可能地撮合起来。 也
就是说，服务的交易完成需要一对
一撮合过后，他们自己去个性化的
完成定制，这才是解决之道。

不满意， 他一方面恨死了骂死了卖
家， 但另一方面找不到卖家时就会
找平台，找工商局，工商局也来找这
个平台， 同时卖家在收不到服务费
用的时候也会来找平台承担责任，

看，提供服务交易的平台应该做好哪
些事情？
朱明跃：我认为，不管是综合性
的服务交易平台，或只做一个品类，
或者就只做自媒体服务的交易，或

结果，结果就形不成正向循环，就
相当于你总是在做新客户， 平台
没有沉淀，那不行。 所以任何一个
服务的交易平台无非就是这三部
曲做起来的。

都潜力无限，平凡人经过自己的修行也最终能够取到真经。 我们一开始招
募的绝对不是行业的专家大咖， 只能去找大学刚刚毕业或者才在这个行
业干过两三年的，他们几乎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都是一群平凡人，但经历
这几轮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当中成长，然后最终得到诚信，这
和猪八戒在《西游记》当中的角色很像。 ”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在猪八戒网，每一个人都有来自于《西游记》
的花名，当然这只是表象。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猪八戒网的人才分为四个等
级，第一级平凡人，第二级使者，第三级尊者，第四级神仙，有这样一个阶梯让
员工逐渐的成长，这种取经不断成长的文化在公司表现得非常突出。
9 年曲折取经路，朱明跃坦言，
“
中间也有差点死掉的情况”，有去融资
没人看好的悲惨经历，毕竟服务众包在 2006 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为时尚早
的概念，市场远未成熟。 但是，他虽然早了一点，但没有早到成为先烈，终
于，2015 年 3 月，总理提出的
“
创客”
“
互联网 +”最终催化了这一市场，而

提高市场渗透率是下一步的目标
《中国经营报》：从 VI 设计到商

我们是围绕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去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过去只是

你认为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

标注册，再到知识产权、金融、财税，
印刷、猪八戒在服务众包领域所提供
的服务基本相当于传统企业的全产
业链，但是该如何创造和刺激这些需
求呢？
朱明跃： 我们做综合平台只能

做相关多元。 所以包括总理都在说
我们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支撑
平台， 因为我们的服务从创业企业
的工商注册就开始了。
在创造和刺激需求方面， 无非
是两个，一个是推一个是拉，推就是

一些零散的小公司通过猪八戒来购
买服务，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包括万
科、360、微软、英特尔，这些公司也
通过猪八戒来进行设计、 创意的众
包，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在过去想都
不敢想， 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剧这个

是什么？ 包括下一步的目标？
朱明跃： 猪八戒融资 20 多亿
元，就是要提高市场渗透率，现在市
场渗透率太低，目前我们在北京、广
州，市场渗透率最高，但也只有 5%，
还是太低了。 所以现在必须提高市

围绕着相关服务去做多元。 但如果
只围绕企业的一个业务做服务，它
的服务往往是低频的，零散的，所以

通过整个品牌和市场的营销， 进一
步的推动中小微企业往互联网上去
寻找服务解决方案的大趋势。 目前

趋势。
《中国经营报》： 目前猪八戒已
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服务众包平台，

场 渗 透 率 ， 如 果 能 够 做 到 20% 、
30%，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才能算
做得好的。

A 轮开始引入 IDG，投资额为 660 万美元，在那个时候算是很高的，此后，
B 轮仍是 IDG 领投，2015 年进行 C 和 C+ 的融资，融资额 26 亿元，企业
估值已高达 110 亿元。
有意思的是，在投资完成之后，作为 IDG 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
总裁的熊晓鸽向朱明跃透露了投资背后的
“
隐情”，他告诉朱明跃：
“
《西游
记》的角色，在中国人看来，像孙悟空、唐僧都是英雄，都是了不起的人，但
是在西方的世界观里面，这些人都不是。 你说唐僧，你是师傅，但是你还没
有徒弟的火眼金睛，徒弟看到是妖怪，你师傅还看不到，不但看不到还冤
枉徒弟，所以根本不是英雄。 孙悟空虽然能打，但是打不赢就跑，动不动就
去天庭里面搬救兵，所以他们认为孙悟空虽然能打，但也不是英雄。 ”
“
再来看沙僧，沙僧本身就是一个在流沙河服刑的戴罪之身，好不容
易抓到取经的美差，周游世界，最后还取到真经，赚大了，就该勤勤恳恳的
挑担子，也不算英雄。 ”
相反，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认为猪八戒更像一个英雄，首先英雄是一个
人，他有人的性格弱点，什么好吃懒做好色等等，但是猪八戒经历了取经以
后，他和师傅与团队一起克服九九八十一难，不断克服人性的弱点，最终取
到了真经，看完整个《西游记》，只有猪八戒一次都没有回过高老庄，真的是
一路向西，最终克服自己的缺点，然后得道成仙，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朱明跃告诉记者：
“
这也恰恰是猪八戒网的人才观， 我们相信每个人

朱明跃也早早地放弃了猪八戒网难以在规模上突破的
“
佣金制”，最终
“
数
据海洋 + 钻井平台”的模式让其未来的前景充满想象。
目前猪八戒网已是中国最大线上创客空间，而
“
每个人潜力无限，平
凡人也能够取到真经”。 这句话，也让当年从媒体辞职一心要实现
“
实干”
理想的朱明跃正成为创客们眼中的
“
英雄”。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屈丽丽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