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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and the expansion of consumers’
individualized demand, clothing manufacture enterprises begin to change from the original mode
of sales under mass production line to the mode of online customized production. This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reduces the intermediate link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meets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consumers, and also mak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More changeable, to solve individual needs and control production
costs has become a challenge that garment enterprises need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solutions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custo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garment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garment enterprises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industry chain and connect online customiz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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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扩大，服装企业开始从原有的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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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销售的模式转变成了网上定制线下生产的模式，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电子商务模式减少了产业链中
间环节，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但也使得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多变。解决个性需求和控制生产成本成
为当下服装企业需积极应对的挑战。本文试图从传统服装企业转型的角度，提出开展规模化定制的解决
方案，以期为传统服装企业整合现有产业链，对网上定制服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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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和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也开始追求精神上更高的生活水平。
尤其是我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对于服装样式和款式的需要与日俱增。市场上缺少个性化服装，服装
网络服装定制服务逐渐成为服装生产企业发展的趋势。
为解决客户定制需求与成本之间的矛盾，1987 年，Stan Davis 在《Future Perfect》(未来的理想生产
方式)一书中首次提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Mass Customization”，即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1]。美国学者
M. Johnny Rungtusanatham 对大规模制造转变为大规模定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阻碍因素等进行研究，认
为在营销策略，定制产品的成本核算，工艺设计文化，投资标准，供应链重构等五个方面会影响转变过
程[2]。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的 Hyun-Hwa Lee，Mary L. Damhorst 根据期望–差异满意度
模型，提出消费者对大规模定制网站的期望和感知效果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期望值与购物体验的
满意度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满意度与网站的功能一致性可预测[3]。美国印第安那大学 Kyle D. Cattani
等在研究规模化定制成本控制时提出降低定制成本的策略，认为规模化定制时需要有一个灵活多样的产
品，面对着交货时间短和需求多变，通过采用填平策略(Spackling Strategy)来降低产品需求波动的影响等
等[4]。
伴随研究推进，国外网络服装定制的实践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Spreadshirt.com 是一家德国零售企
业网站，出售不同年龄层次的各种服饰，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消费者可以自行在 Spreadshirt.com 网
站上定制服装或者购买成衣。以 T-恤定制为例，定制时可以选择 T-恤的款式，挑选各种颜色和大小，在
T-恤上添加文字或图片。
国内服装制造企业的个性化定制服起步较晚，定制模式也相对单一。消费者只能通过网站上的一些
预设参数定制服装，无法给客户提供充足的空间来进行个性化定制，和消费者的期望有一定差距。在消
费需求升级的压力下，如何让传统的服装制造商向产业链两端延伸，通过规模化定制等模式实现产业转
型，是值得企业思考和探究的。

2. 大规模个性化服装定制模式分析
(一) 大规模个性化服装定制的主要模式
大规模定制是介于大规模生产和小批量个性化定制之间的一种新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它将企业
资源充分整合，利用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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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性质可以分为两类：面向个人消费者的网络定制服务、面向组织用户的定制服务。前者是
一种结合了 O2O (Online To Offline)线上线下融合的服装定制模式，面向的是个人消费者。服装制造商需
要根据个人客户的订单生产出个性化服装；后者为组织用户提供规模化服装定制。在服装生产过程中，
服装的定制批次少，订单集中，个性化服装间差异不明显，制造商可以在原有生产流水线的基础上直接
进行加工。
根据供应链运作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以营销中介为核心的定制服务、以制造企业为核心的定制服务。
以营销中介为核心的定制服务会收到许多来自消费者的个性化订单，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这些订单
的数据，将不同的订单拆分出许多相同的模块，并将这些信息交由制造企业进行定量生产和缝裁拼接。
以制造企业为核心的定制服务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将消费者和厂家直接对接，打造出一个工厂直销
平台。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在工厂直销平台上发起定购。
(二) 传统服装企业开展规模化定制的可选模式
1) 模块化、柔性化生产模式
传统服装生产不能为每个客户单独量体裁衣设计服装，不能满足消费者对服装个性化定制的需求。
而在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模式下，服装生产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设计出各不相同的个性化服
装[6]。对于传统的服装生产企业来说，需要将原有的标准化生产流水线转型成模块化生产流水线，用高
效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进行服装大规模个性化生产。
模块化生产是一种将消费者的个性化订单分解成模块生产的生产方式，模块化生产最大限度的实现
了产品的重用性，提高了定制服装批量生产的效率，为企业以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实现了个性化定制创造
了条件。
柔性生产模式是一种将消费者服装定制差异点最大程度后延的生产模式。为了最大程度的提高生产
定制服装的效率，柔性化生产模式要求企业将服装差异点延后，保证在差异点之前可以进行大规模批量
化生产。这样既使得定制服装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了，不用一件件单独设计生产，又缩短了企业的交货
时间，提供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开始定制生产”的服务。
2) 拉动式供应链管理模式
传统服装企业拥有非常成熟的服装分销渠道，服装生产完成之后往往需要经过经销商，再分销至各
个零售商进行销售。供应链往往处于一种被动推动的状态，经销商和零售商被动接受生产企业生产的服
装进行销售，无法适应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大规模服装定制模式。为此，传统服装企业需要升级供应链，
打造出以消费者为主体，按订单生产的拉动式供应链结构[7]。
要发展大规模个性化服装定制业务，需要整合现有资源，重组原有业务模式、生产流程，把“先消
费后生产”的理念深深融入企业生产之中。在“拉动式”供应链结构中实现信息透明和信息互通，借助
电子商务平台及时接受来自顾客的订单信息和反馈信息。处于供应链上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实时共享自己
的数据，便于消费者对定制服装进行全程的跟踪，实现了全透明化监管，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售
后不满意率，另一方面也帮助服装企业保证了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服务质量。信息共享的拉动式供应链
结构也将链上所有企业高度集成化，这使得在风险来临时服装企业拥有更敏捷的反应能力以及风险预防
能力。
3) 基于信息共享型的定制模式
相较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大规模定制模式对供应链的信息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共享
主要可以分成商流信息共享、物流信息共享、资金流信息共享等几大类。大规模服装定制的订单以多元
化为主要特点，订单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零散。建立信息化定制系统可以实时响应消费者的订单需求，
并在短时间内整合这些订单信息进行模块化分类。这要求企业能够将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商流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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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供应链成员能及时收到数字化的订单信息，改善决策，及时反馈，从而降低供应、生产、运输中的不
确定性，使消费者在整个服装定制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定量生产。
此外，在信息共享型的定制模式下，供应链成员之间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变化时能够做出有效及
时的应对措施，提高了供应链系统的抗打击能力。信息共享定制模式的信息系统投资主要由核心企业负
责，信息系统资产对核心企业专用性高、对供应链成员专用性低，保障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之间能够进
行实时的信息共享和重大决策。而其他成员可以通过共享的信息进行一系列内部决策。这种信息集中式
的信息共享定制模式决策涉及范围小，决策速度较快，使整个供应链更加敏捷化。
在生产阶段，信息共享定制模式下需构建直接面向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平台，搜集客户分散的个性化
需求数据，实现数据驱动的全程实时监控，并将这些数据实时共享给消费者，增加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透明度和可追踪性。

3. 传统服装企业开展规模化定制面临问题分析
企业在实施大规模定制的时需要分析生产流程的改造、供应链的管理、信息技术改造、组织改造等
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对企业实现大规模服装定制产生重要影响。
(一) 生产流程无法满足大规模定制需要
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下，服装由知名设计师进行统一设计，生产企业统一配料、缝裁和生产，这
会导致消费者只能选购品种单一的服装。而大规模定制的实现需要消费者自行设计服装的款式、配料、
颜色和大小等等，在此之后服装企业才开始生产。这要求企业颠倒“生产”和“消费”的顺序。万人万
款的设计要求制造商对每一件个性化服装重造生产流程，改造过程中如何以效率为中心进行大规模定制
生产，缩小重造范围、压低可变成本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生产环节信息化水平不足
在规模化定制的过程中，获取消费者个性化订单、供应链成员信息共享、产品信息追踪等都离不开
信息化技术。传统服装企业习惯了先根据市场环境进行大规模生产，再将产品投放给供应链下游进行分
销的模式，这一过程中并不涉及太多的信息化技术，所以对开展规模化定制的服装企业而言，信息化改
造是十分必要的。
信息化改造包括了订单环节的信息采集，供应链各成员间的信息共享，生产环节的信息反馈和配送
环节的信息追踪。个性化服装定制过程中的订单数量巨大，如果不能及时采集和分类整合这些订单数据，
势必会导致信息流堵塞，消费者的定制需求无法及时传递给制造商。因此，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信息化订
单处理接口智能化处理订单很有必要。
在传统供应链管理模式下，供应商、制造商和用户之间缺乏沟通，这会导致制造商无法及时、准确
的了解需求的变化[8]。而在大规模定制模式下，供应链上传递的信息量以及需求变化程度相对较大，这
容易造成供应链上每个节点都产生信息误差，这些误差积小成多导致需求误差被不断放大，最终形成“牛
鞭效应”。这需要供应链上的信息化改造，增加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流通性，确保供应链各成员能够
及时响应消费者需求变化，应对市场风波。
(三) 组织结构有待重组
在高度信息化的环境下，供应链上下游各成员之间的交流变多了，组织结构向着扁平化方向发展，
原有的集成化组织结构已经不适宜企业发展。大规模定制环境下消费者各不相同的订单产生大量的定制
数据，这些数据需要在企业各个组织部门之间频繁交换和共享才能保证客户定制信息的畅通。而传统企
业各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沟通会导致客户定制信息在整个定制流程中不畅通，从而产生生产进度
滞后、生产效率降低、定制产品参数出错、客户无法追踪产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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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服装企业不同，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时间和空间，数量巨大且快速变化的市场
定制需求要求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可以进行快速响应。传统组织结构内缺少跨部门多元化团队，缺乏信息
沟通将会严重影响生产效率，造成生产滞后、信息传递不准确等问题。

4. 传统服装企业开展大规模定制的解决方案
(一) 模块化生产和柔性化生产
大规模定制模式下，消费者大量的个性化订单中所涉及的生产原料、加工工艺千变万化，每一件个
性化服装都要重造一条生产流程。为了最高效的利用原有流程进行大规模生产，尽可能少的重造生产流
程，我们引入模块化生产和柔性化生产的概念。
青岛红领集团作为国内一流服装大规模定制企业，在生产流程改造中引入了模块化、敏捷化生产技
术，一方面采用标准化模块和零部件的生产方式有效提高了定制服装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在整个生产
流程中引入定制切入点机制，尽可能让定制切入点发生在制造的后半阶段，提供了企业生产过程中高度
的柔性[9]。
将生产流程模块化，通过对不同种类服饰建立模型。制造商只需要将消费者不同模块上的不同个性
化选择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定制服装。生产商不再通过一个完整的生产
工作流水线生产某一件成品服装，企业通过模块化的流水线对各个服饰的模块进行单独的批量生产最终
根据顾客的需求加工成整件，如此一来便有效解决了个性化服装无法大规模生产的问题。
将生产流程柔性化，在服装定制过程中设置定制切入点，并且尽可能延迟切入点的发生时间。在切
入点发生之前进行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切入点来临时进行定制加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增加
了生产柔性，一旦顾客需要更改定制需求，制造商可以在切入点来临之前对订单进行修改。
(二) 信息技术的引入与应用
在整个大规模个性化服装定制生产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升级是尤为重要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个性
化定制需要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定制需求，供应链各成员之间需要及时交换订单信息和生产信息，服装模
块化组装的时候根据不同订单信息进行组装。这些都离不开信息技术。
个性化服装订单的生成是一切大规模个性化生产的第一步，为此生产企业需要提供一种实时的供应
链上下游信息共通的线上定制软件。消费者在线上将自己的定制需求生成订单之后，后台会分析整合这
些订单信息，将这些订单分解为最基本的生产模块，并确定订单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料供给是否充足，
如果供给充足，则确定接受订单生产并将这些数据传递给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和制造商进行定制生产。
在先消费后生产的过程中，信息起到了代替库存的作用，有效减轻了库存积压。
为此企业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网站开发，可以使用到的动态网站开发环境有：ASP (Active Server
Pages)、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JSP (Java Server Pages)。大规模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应该在售后
客户整合分类上。借助于生产商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得到的大量顾客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技术较为
精准的判断出市场中消费者定制服装的需求程度，对需求较大的服装款式模块进行大力投入，对于需求
较小的款式模块放缓投入力度，最大限度的做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按需生产。
(三) 组织结构改造
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定制需求，传统集成式组织结构需要向着多元化、信息化、柔性化的扁平式结
构改造。由不同职能部门所组成的多功能团队可以对需求变化及时响应，并通过跨部门多元化员工来处
理各类事件的发生，增强了流程中企业应对需求变化时的柔性。
通过组建多功能信息化团队优化组织结构。信息化团队中包含了企业内各部门多元化专家，信息化
技术的支持使部门间的交流成本变低，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换变得更加频繁，信息传导的速度变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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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信息化组织团队还可以加深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依靠信息化组织，供应链
上各成员之间交换数据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原本只靠企业内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化组织快
速将问题信息传递出去，创造出企业之间相互帮助应对风险的条件，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柔性。

5. 总结
我国现阶段服装定制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传统服装生产企业在从大规模标准化服装生产向大规
模个性化服装定制生产转型的过程中还面临很多挑战。在生产阶段应该加快将原有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
式转变为模块化生产模式，同时将柔性化制造引入生产阶段，充分发挥传统服装企业大规模生产的优势，
提高生产个性化服装的效率。在销售阶段应该重新打造“拉动式”供应链结构，适应以消费者为主体的
先消费再生产模式，加强与供应链其他企业的信息共享，按需生产，以信息代替库存。此外，传统服装
企业需要升级信息技术水平，通过电子商务等方式实时获取客户的定制订单，数据分析系统对订单进行
模块化分解与整合，生产信息全透明保证消费者对于定制服装可以追根溯源，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本文虽分析了传统服装企业转型大规模服装定制企业的可行模式、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方法，但每
个传统服装企业都有自身的特点，本文仅提供一种框架性的转型模式供各个企业参考，涉及不同传统服
装企业，还需要针对服装企业自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的大国，人们对于服装的消费模式正在从传统的线下购
买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个性化定制，服装企业必须转变原有生产销售模式，向服装个性化定制的方
向转型。未来还需对大规模服装定制模式中各个环节做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为各个转型企业在生产、
供应阶段扫清障碍。向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向，在新时代下做出新时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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