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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案例

C7

C2M：反向供应链的规模化生产
3.供应链

1.痛点
反向定制，解决痛点问题

柔性供应链 让规模化定制成为可能

C2M 对于工厂要求的绝对不是低成本，靠的是去库存，实现零库存，
是按需生产，考验的是工厂的产品品质和柔性供应链的能力。

通过数据驱动，在流水线上实现了单件的个性化产品的大
规模生产，有利于提升成衣的附加值，让企业获得更为丰
厚的利润。

做了 20 年外贸服装业务的量
品创始人虞黎达对《中国经营报》

式中，C 代表消费者，M 就是工厂，
那么 C2M 就是反向供应链。 就是

记者形容自己过往的“业绩”就是

定制企业先采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经手生产了 10 亿件衬衣，按照国
际结算， 出口的这 10 亿件衬衣，

求， 然后利用数据化平台柔性供应
链把消费者的衣服个性化定制出

相当于换回了 8 架飞机。 在虞黎
达看来， 由于中国的成衣制造缺

来，在很短时间内快递给顾客。而传
统的模式是服装工厂先把货物生产

乏品牌，缺乏核心竞争力，其实中
国服装企业赚到的利 润 很 少 ， 所
以 他 觉 得 自 己 这 20 年 的 经 历 比

出来，然后经过层层分销，放在商场
终端让消费者来选购， 那是 M2C
模式。

较“悲催”。

“相 对 于 传 统 商 业 和 电 商 ，

对于定制而言，过往的标签

“打版” 是最考验裁缝技艺的步

就是高端， 似乎定制就意味着
高端和高价， 毕竟需要增加很

骤，人工打版不仅速度慢，而且成
本高。 在红领集团，已经用智能

多人工，要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定制几乎都是富裕阶层的消

系统代替人工打版，实现了用工
业化生产的效率组织个性化定

费。 当定制实现了规模化，才有
可能真正让定制走向平民化消

制。 而红领存储的大批量客户数
据派上了用场，包括版型、款式、

费。 而这背后如果没有柔性供
应链的支撑， 也无法实现规模

工艺和设计数据为智能制版提
供了丰富而严密的“思维逻辑”，

化的定制生产。
作为国内最早的定制西服

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 智能裁剪
系统逐渐成型。

企业，青岛红领集团是最先引进
个性化定制系统的。 表面看红领
的生产车间与其他服装厂没有
不同，但仔细看其作业流程就会

为了在流水线上传递每个客
户不同的定制信息， 每张订单的
细节要求最初都被写在一张纸上
进行流转，由于纸张容易磨损，后

看出差别。 红领车间内的多台自

来换成了长布条。 一两百个数据

动裁床并排展开， 每裁一张布
料，裁床都会根据电脑提示调整

信息都被编成代码写在布条上，
手写代码有时不好辨认， 可能会

裁剪方式；流水线上每件西装的
颜色、款式、面料都不大相同；每
个工人眼前都有一部电脑识别
终端， 当一件衣服传到工人面
前，工人要先扫描衣服上的电子

影响生产效率和成衣品质。 再后
来， 红领研发出存储订单信息的
电子磁卡， 搭建起流水线上的个
性化定制平台。
在传统的西装定制过程中，

磁卡，再根据提示进行加工。
“这是红领自主研发的西装

从量体、打版到剪裁、缝制、熨烫
都需要手工制作， 这样能够最大

个性化定制系统，建立起人体各
项尺寸与西装版式尺寸相对应

程度上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生产效率低、制作周期长、人

的数据库。 这个系统可以对顾客
的身型尺寸进行数据建模，通过

工成本高。 纯手工高端定制西装
的生产周期大约为 3~6 个月，售

而这几年，服装企业的库存问
题越来越大，成为吞噬企业利润的

C2M 的 底 层 逻 辑 发 生 了 改 变 ， 我
们再也不用去猜消费者需要什么，

主要“杀手”，服装企业的利润日益
下滑。 而在消费端，其实衬衣作为

而是完全根据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通过一个柔性供应链的打造从工

成衣中消费频率比较高的一个细

厂直达消费者，当中没有任何中间

分产品，多年来的痛点一直都没有
解决，那就是一般的消费者无法保

环节，没有库存，这种改变将会使
得这个行业效率极大地提升。 ”虞

证自己是标准身材，所以很难买到
完全符合自己身材的衬衣，不是袖

黎达表示。
在过去， 服装工厂为了能赚到

子短了，就是领围大了，所以市场
上 70%的消费者是买不到合身的
衬衣的。 即便是那些商界的大佬在
出席重要场合时，穿着的衬衣也存
在各种的不合身。

微薄的利润，拼人工成本，拼水电气
的节省，拼土地厂房成本，这种加工
模式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结
束，也难以为继。 而 C2M 对于工厂
要求的绝对不是低成本， 靠的是去

是通过互联网平台， 实现了规模化定制， 实现了低成本， 采用 C2M
（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模式更是改变了传统生产和销售的商业
逻辑，让定制企业获得了更高的投资回报。

这让虞黎达看到了创业的机
会，他想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做衬衣。
2015 年 10 月， 虞黎达请来自己的
34 个 MBA 同学吃了一顿饭，“逼
着”他们以 399 元定制了一件衬衣，

库存，实现零库存，是按需生产，考
验的是工厂的产品品质和柔性供应
链的能力。
为了做出高质量的衬衣， 量品
选择的工厂都是在佛山、 中山的工

2017 年 4 月，
“
浴火重生”后的凡客推出高端定制业务，在北京、
上海两个城市主推西装和衬衣定制。 衬衫产品根据面料、产地和功能
差异分为 499 元起、699 元起、999 元起三个起步价格。 西装产品定制
方面也依据不同原料，单件西裤售价 699 元起，西服套装高至 7990 元
起。 2017 年 8 月，国内最大的衬衣定制公司量品推出了裤子定制，首

于是，自己第一个月的业绩就是 34
件。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第二
个月，订单居然上涨到了 80 件，第三
个月到了 160 件， 第四个月 300 多
件，一直到 2017 年 5 月，月订单超过

厂，而这些工厂工人的工资是其他工
厂工资的近两倍，未来三年，虞黎达
希望为自己加工厂的工人工资可以
达到月薪过万元。 在他看来，工人工
资增加的那一点儿成本，对于整个供

计算机 3D 打版形成顾客专属的
数据版型。 数据信息被传输到备

价一般都是 1 万元起价。
米庆祥告诉记者， 红领的定

料部门后，在自动裁床上完成裁
剪。 ”红领集团信息中心总监米

制西装从接单到出货最长只需用
时 7 天，价格根据面料质量不同，

15000 件。
正是由于最初的这 34 个种子

应链的成本提高其实微不足道，采用
定制把库存消灭才是真正降低成本，

先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展开试点，而此前，量品已经实现了定制衬
衣月销售 15000 单的业绩，成为全球定制市场单月订单最大的公司。
而作为最早推出定制业务的青岛红领集团，更是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
定制，依靠柔性供应链，西装定制可以实现 7 天交货，高效的供应链体
系让红领集团成为国内最成功的西装定制品牌。
资料显示，2016 年国内私人定制服装市场的规模达到 1022 亿

庆祥对记者表示。
每套西装所需的全部布片

最低只需要 2000 元。 这种 C2M
模式， 消除了分销和中端销售等

客户，为虞黎达带来了后续的越来
越多的客户，才让他最终有信心创
业做了量品这个品牌。“我之所以

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国内服装制造业
才有升级转型的可能性。
由于实现了零库存， 对于定制

元，虽然成绩还无法和成衣市场一年几万亿元的规模相提并论，但是
这几年的增长速度却很快，预计到 2020 年定制服装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0 亿元。 由于看好定制市场未来的前景，国内很多服装品牌如雅戈
尔、报喜鸟、七匹狼等品牌也纷纷加入定制服装市场。

选择创业，觉得做这个事情可为，是
因为，第一是复购，第二是转介绍。
在没有任何广告投入的情况下，我
们每个月都在增长，我就觉得这个
生意是可以做的。 ”虞黎达表示。

企业， 相对传统服装企业就大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 可以把利润和价格
降下来让利给消费者， 同样做一两
千元的品质， 却可以以几百元的价
格让利消费者。 而且定制企业提前

都会被挂在一个吊挂上，上边会
附着一张客户信息的电子磁卡，
存储顾客对于西装的驳头、口
袋、袖边、纽扣、刺绣等方面的个
性化信息。 流水线上的电脑识别

流通环节巨大的费用， 为企业降
低了成本。 通过数据驱动，在流水
线上实现了单件的个性化产品的
大规模生产， 有利于提升成衣的
附加值， 让企业获得更为丰厚的

终端会读取这些信息并提示操
作，在流水线上实现个性化定制

利润。
像红领这样有自己工厂和车

的工艺传递。
据了解， 红领已经建起包含

间的企业， 在定制生产方面依靠
柔性供应链更多的可以掌控，而

从 2016 开始， 量品在国内的
30 个城市落地服务，采用“合伙人
+ 量体师” 的模式在这 30 个城市
开拓业务。 而 C2M 的反向定制模

有 45 天预收款，15 天以后把货交
给消费者， 隔月才会支付工人工资
和原材料费用， 所以定制企业现金
流相对比较好。

20 多个子系统的平台数字化运
营系统。 系统会根据每天市场前

对于需要代工的量品这样的企
业， 对供应链的要求就更加地严

端发来的订单，自动排单、裁剪、
配里料、配线、配扣、整合版型等，

格。 毕竟，加工企业不是自己的，
自己的订单如果加大， 工厂是否

实现同一产品的不同型号、款式、
面料的转换， 以及流水线上不同

应付得过来， 能否如期交货等都
是考验定制企业的因素。 这就需

数据、规格、元素的灵活搭配。 系

要定制企业和服装加工企业之间

统提供了多种版型、工艺、款式和
尺寸模板供顾客自由搭配， 目前

长期磨合和沟通， 在实践中逐步
提升供应链的能力。 而虞黎达希

已有超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种设
计组合和款式组合可供选择。

望用 5 年时间， 争取每一天能够
定制一万件衬衣， 还可以不出任

编者按 / 定制从来都不是一个新事物，但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却
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在服装领域，定制其实比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成衣要早得多，因
为在工业化生产之前，人们穿衣更多的还是依靠裁缝的
“
量体裁衣”，
虽然那时还没有
“
定制”这个说法，但本质上就是定制。毕竟，每件衣服
的制作都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身高体重等尺寸专门加工出来的，绝不
会雷同。
然而，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提升，以及长期以来的消费痛点，
“
以
人为本”的服装定制又开始回归人们的日常消费。 和早期裁缝
“
定制”
服装不同的是，在互联网 + 的背景下，定制不再是高端的代名词，而

2.规模化
互联网 + 成就规模化定制
“
由于砍掉了渠道的成本和库存的成本， 从而重构了服装的产业链，优
化了服装的成本结构，保证了稳定的利润率。 ”量品创始人虞黎达表示。
量品创始人虞黎达

在传统服装定制过程中，

以报喜鸟、 雅戈尔等知名服
装品牌为例， 其在商场里销售的

用料更讲究，品质更高，符合定制
的宗旨； 而量体师作为和用户接

衬衣零售价格如果是 800 元一件，
生产成本往往只有 100 元，也就是
说其从工厂到商场的倍率为 8 倍。

触的唯一渠道，其专业性、沟通能
力和服务的质量决定着定制的复
购率和转介绍率。

数据的分析， 可以精准获得用户的

看似很高的倍率，但是对于服装企
业而言却只赚很少的利润， 一方
面，渠道成本很高，大部分利润都
被渠道商和终端赚走了， 另外一
方面， 服装企业还要承担因为库

“更高的产品品质，却可以做到
更低的价格， 这才是 C2M 模式的
本质。但前提是要做到规模化，没有
规模做支撑，依然是传统的定制，曲
高和寡，高高在上。 ”衣帮人创始人

消费行为。
在红邦创衣创始人金洪林看
来，互联网不仅仅是工具和连接，
更重要的是通过在线积累的消费
数据和区域分布数据， 为线下开

存增加的成本。
而对于定制的企业而言， 就是
完全不同的模式。 以量品的衬衣为
例，衬衣的倍率只有 2.5 倍，也就是
说一件售价 499 元的定制衬衣，其
生产成本为 200 元，占到 40%，另外
一块成本是量体师成本，占到 30%，
而管理成本和市场费用仅仅占到
10%， 其余的 20%则是定制企业的
利润。 而传统服装企业其管理成本
则高达 10%~20%，因此，他们的利

方琴表示。
要实现规模化定制， 区别于传
统的量体定制， 关键是要实现规模
化的获客能力。 2014 年 12 月才成
立的衣帮人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崛起
带来的机遇，短短两年时间里，衣帮
人的公众号粉丝数量达到 65 万人，
APP 的粉丝量也有 18 万人。 APP
作为主要载体， 成为定制企业和用
户之间沟通的主要渠道， 用户只需
要把自己的身材尺寸输入到数据库

店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为了提
升消费体验和提供更便捷的量体
服务， 红邦创衣也会选择开线下
量体店， 一般通过数据看看这个
区域分布着多少用户， 核算一下
单位坪效就可以算出是否在这个
区域适合开店。
由于定制规模越做越大，为了
支撑销量，金洪林坦言，过去一年
到处在找合作伙伴，不断地整合供
应链上的关系。“从拓展网络平台，

润往往只有 5%左右。
“由于砍掉了渠道的成本和库
存的成本， 从而重构了服装的产业
链，优化了服装的成本结构，保证了
稳定的利润率。”量品创始人虞黎达
表示。
C2M 模式虽然表面看是反向
定制， 和传统的服装加工流程是
反过来的， 但其改变的不仅仅是

中，就会自动生成定制的信息，如果
没有精确数据的用户， 衣帮人也可
以提供上门量体服务， 用户可以获
得很好的体验。
方琴告诉记者， 衣帮人目前主
要定制衬衣和西装， 衬衣的成交价
在 700 元左右， 西装的成交价为
4500 元一件，主要面向中产阶层和
富裕人士。

到关注面料，关注生产，关注物流，
我们几乎整个全产业链都在关注，
这都是为了提升品质和供应链的
能力。 ”
目前， 对于服装行业而言，规
模化定制主要局限在衬衣和西装
这两个单品上面，而鞋子等服饰用
品还没有实现规模化定制。 衬衣作
为日常穿着频率较高的单品，购买

流程，而是产业链。 在这个产业链
结构中， 定制加工厂和量体师的
作用被提高了， 而这两个环节其
实是定制成功的关键。 和商场售
价 800 元的衬衣相比，500 元定制
的衬衣生产成本却是前者的两
倍，这意味着其制作工艺更精良，

2006 年就开始做定制的红邦
创衣也是通过互联网实现获客。 经
过多年积累，目前已经拥有 80 万的
用户。 10 年的用户积累和用户的消
费大数据， 让红邦创衣可以清晰地
了解自己的用户的复购率、 购买频
次以及区域分布的情况。 通过这些

频率相对较高，产品的标准化程度
也比较高， 比较容易实现规模化。
例如，以凡客、量品为代表的定制
企业都是以衬衣作为规模化定制
的突破口，在这个品类做到一定规
模后，再逐步向裤子、西装、T 恤等
单品延伸。

何差错。

观察

规模化定制的供应链难题
几年前，冯小刚的喜剧电影《私
人定制》 让人们知道了定制是怎么回
事，原来，除了商品定制，服务也是可
以定制的， 甚至连梦想都可以因为定
制而实现。

的工厂， 那边有量体师上门服务，就
可以做 C2M 了。 其实，这只是表象，
很多不明就里的创业者进入到这个
领域，最后都是遭遇滑铁卢。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搞定供应链，供应链才

如果与个性化选项组合，就可以组合
出 10 万种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工厂、
工人和机器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
以这就需要定制企业来定义。
当订单量比较少的时候，由于供

如今， 定制已经不是服装定制
的专属，家具、眼镜、鞋子、旅游甚至
新闻都可以实现定制，可以说，随着
消费结构的升级， 随着消费个性化
时代的到来， 定制会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很多领域， 消费者也越来越多
地接受定制。

是 C2M 的核心。
当定制还没有实现规模的时
候，比如一般的线下定制店一个月也
就完成三五十件定制的服装，这样的
量级不会给后端的加工厂造成多大
的压力。 然而，当这个量级达到一个
月一万件，甚至几万件以后，对定制

应链组装选择太多，造成了工厂里变
来变去成本会很高；但是随着销售量
越来越大，由于操作不熟练，面料供
应不足、辅料用完、返工等因素导致
效率降低，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订
单，导致延期交货，这样的供应链水
平往往可以把一家定制企业拖向失

然而，定制如果不能够规模化，
依然还只能是高高在上的高端定制，
注定是少数人的专属。当互联网渗透
到定制领域，无论是获客能力，还是
数据化，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规模化

企业的供应链的考验则是巨大的。
和标准化的成衣生产不同的是，
定制服装每一件尺寸都不同，每一件
服装的数据都不同，上万个订单要在
15 天内完成， 从生产到包装成成品，

败的深渊。
当定制企业掌握了产品定义权，
工艺就决定了要买什么设备，流水线
上什么工位就限定好了，当定制量足
够大的时候，做袖口的工人也可以做

的定制成为可能。 于是，在资本的推
动下，很多传统行业的人一窝蜂地涌
进定制领域，C2M 一下子成为热点

不能出现任何错误，这对工厂，对定制
企业的整个供应链要求是非常高的。
当一件衬衣的订单到达服装加

到一直都是做袖口这一个环节的事
情。 最终，可以通过柔性供应链，完成
整个服装的个性化生产，当订单量越

被追捧。
C2M 作为反向供应链，要先采
集用户的个性化数据和需求，然后利

工厂后，从工艺到个性化选项到面料
都存在多种选择，不同的选项交叉组
合之后可以产生几十万种或者几百

来越大的时候，成本反而会急剧下降。
因此，对于定制企业而言，当供
应链能自己掌控的时候， 形成自己

用数据化平台，柔性供应链生产出用
户定制的衣服。
但看似简单的 C2M，其实不是
谁都可以做的。
很多人以为这边找到可以定制

万种的不同款式组合，这对一般的加
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每一件衬衣从
口袋、领子、纽扣、袖口都有很多可选
项，如何帮助用户选择，怎么提供套
餐式的选择；面料的选择超过 80 种，

的闭环， 定制企业才可以真正掌控
自己的命运。 但是，很多定制企业在
供应链还没有磨合好的时候就已经
倒闭了。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赵正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