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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2M 商业模式的服装可持续发展举措研究
陶 辉，吴倩倩，戴紫薇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C2M 新型商业模式的诞生提高了供应线效率，该模式在服装可持续发展举措上更加符合生态理念。
[研究方法]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消费者服装可持续意识与 C2M 商业模式下服装企业可持续举措
展开了探讨。[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C2M 商业模式于服装企业产品供求配置效率上更有
优势。②此模式在预售、定制、清理库存等服装可持续举措上值得企业借鉴。③但 C2M 商业模式实施仍有一定局限，需
要平台、
企业、物流多方配合，提高其市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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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based on C2M Business Mode
TAO Hui, WU Qianqian, DAI Ziwei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birth of C2M new business mode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line, which is more suitable with the eco⁃
logical concept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Through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umer's clothing sustainable consciousness and the sustainable measures of clothing enterprises un⁃
der the C2M business m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 C2M business mode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product supply and demand. ②This mode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enterpris⁃
es in clothing sustainable measures such as pre-sale, customization and inventory clearance. ③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2M business mode, which need the cooperation of platform, enterprise and logistics.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C2M business mod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survey; clothing inventory

全球服装产业每年制造 1000 亿件服饰，服装

表示服装可持续的意识需要高校的教育也需要企

来服装产业飞速跃进、快时尚品牌崛起，产生了耗

产生了 C2M（Customer-to-Manufacture）新型电子商

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10% ，近年

业的配合与倡导。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到来

能、排放、燃烧、填埋污染等一系列可持续问题。其

业模式，它跳过中间多个环节直连消费者与生产

[1]

中，库存问题也属于服装可持续课题解决的重要一

者，发挥了智能制造的优势从而实现在个性化定制

环：一方面，库存服装占用了场地，其储存管理消耗

基础上的高效率大规模生产，符合创新、协调、绿

了一定程度的电能、水能或者人力资源；另一方面，

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3]，有望在商业模式方面

服装库存也使得前期依靠环境负担而制作的服装

为服装可持续举措带来新启发。学界对于服装可

产品闲置，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从而产生更大的浪

持续举措的探讨，多集中在生态服装面料的研发、

费。面对复杂的可持续情况，笔者团队通过问卷调

回收以及低消耗纺织技术；服装的面料再造、一衣

[2]

查了解到消费者的可持续意识仍然有待提高 ，这

多穿、服装再设计[4-6]等各个方面。虽然 C2M 商业模

式在服装行业应用的研究也有涉及 [7]，但学者们对
其举措于服装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鲜有研究。笔者
围绕消费者的服装可持续意识、行为搜集了问卷，
以 C2M 消费者端的可持续意识为文章切入点，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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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M 商业模式延长服装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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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材料方面提高服装生产的原料耐磨性、减小褪

服装的生命周期经历了纺织材料获取、纺织原
料加工、服装制作、服装运输、储存和销售、使用阶
[8]

段、
废弃及再利用阶段 。服装生命周期的每一个过
程都产生着碳排放，其长短与工业排放环境问题息
息相关。这就要求消费者在购买服装时要做到低碳

色度；③消费者因促销打折购买的产品往往不够喜
欢或重视，随意丢弃从而降低产品寿命，所以企业

要做好市场调研和趋势预测，生产符合消费者审美
的产品，增加服装的心理价值延长其使用寿命；④

企业应稳定其经典服装的生产，这些基础款既是品

消费，尽可能选择以低碳排放手段生产的服装并尽

牌形象的代表又能够体现消费者个人风格，时尚流

可能提高服装的利用率，
延长服装的使用时间。

行时间长于季节款所以能延长消费者对产品使用

1.1

时间。

影响消费者服装生命周期因素
服装的使用周期越长，对于服装可持续的实现

越有利 [9]。那么，如何才能延长服装的使用时间
呢？笔者本次问卷调查向全国范围发布，共搜集了
570 份问卷，涉及群众较广。根据以下的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人口学变量的数值特征，反映了本次被调
查对象的分布情况。其中均值代表了集中趋势，标
准差代表了波动情况。根据各个变量的频率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分布基本满足抽样调查的要求。其
中性别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本此调查两性别意向分
布比较平均，但主要偏向的是 18～50 岁的消费者

（表 1）。

Tab.1

图 1 消费者服装使用寿命
Fig.1 Life cycle of consumer's clothing

表 1 人口变量频率分析
Frequency analysis of population variables
人口变量频率分析表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男

271

47.50%

女

299

52.50%

高中以下

110

19.30%

专科

175

30.70%

本科

208

36.50%

性别

学历

硕士研究生

73

12.80%

博士及以上

4

0.70%

18 以下

44

7.70%

18-30

283

49.60%

年龄

平均值

标准差

1.52

0.50

2.45

0.97

Fig.2

1.2

188

33.00%

50 以上

55

9.60%

定制延长服装生命周期优势

根据有关数据表示：国外服装成衣销售和定制
的比例正在改变,美国和日本的成衣销量下降,欧洲
2.45

30-50

图 2 影响消费者服装使用寿命的原因
The reason of affecting the service life of consumer's clothing

0.77

问卷结果显示，消费者服装寿命多为 1～3 年，

3～5 年占少数，5 年以上者微乎其微，如图 1 所示。

95%的中产阶级都选择定制服装[10]。服装定制作为
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已成大势所趋，其能够满足不
同的群体对于特定服装的要求。比如孕妇、佝偻病
或残疾患者购买服装成衣很难达到这些特殊群体

影响消费者服装寿命的原因由高到低为服装的舒

预期的舒适度，从而选择服装定制；Cosplay 爱好者

适度、服装产品质量、服装外观合意度、服装潮流更

出活动；婚纱礼服等华丽合体的服装也要通过定制

替、服装的心理价值，如图 2 所示。针对这个情况
企业可以对产品进行改进举措：①采用低消耗易降

解的服装原料，使服装生产到降解都全方位地降低
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②要为消费者提供穿着舒适
且质量耐用的服装产品，服装样版更符合人体工程

通过动漫人物服装定制等方式完成他们举办的展
来满足特殊场合的穿着功能。由此可知，这些定制
的服装能够满足人们生理需求或者心理寄托，不论
是因为价格昂贵、舒适耐用或情感归宿等不同原
因，都有着较长的生命周期。定制本身的关键是服
装定制的质量，了解顾客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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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结合面料、版型，表达消费者自己的性格特
[11]

减少了产能过剩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从而呈

征，满足其感知价值 。过去品牌了解顾客对于服

现了其对于服装可持续的价值。C2M 商业模式进

装产品的需要是通过访谈或抽样调研并结合行业

行一对一的定制虽然会产生增加物流运输的资源消

的经验来设计时尚产品，现在可以通过用户的分布

耗问题，但是据研究表明运输仅占产品生命周期中

和浏览种类对其进行精准定位，并依照相关信息优

碳排放的 1%[15]，
故线上服装产品的运输相对于整个

化设计服装产品。而相比传统的定制模式，C2M 商

业模式服装定制基于大数据分析客户的多元化需

服装生产销售等流程的资源消耗压力相对较小。

2.2

C2M 商业模式对于如何确定我国服装制造企

求，准确描绘客户画像，快速高效地作出反应,减少
不必要中间环节与能耗、实现数据智能驱动、多维
度协同研发个性的服装产品 [12]。C2M 商业模式在

C2M 商业模式预售平衡供求降低库存

业的最优订货量，提高需求预测水平，降低服装制
造企业的存货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服装库存的

延长消费者服装生命周期的原因中扮演者积极的

众多原因中，最大的是服装的供求问题。流行服装

角色：在舒适度方面，能够在终端把握测量数据，最

的种类繁多，生命周期较短。如果对服装市场的需

大程度地贴合人体工程学、采用适宜的面料，带来

求缺乏科学合理的预测，则会将错误的需求信息所

比成衣更佳的舒适体验；在外观方面，切实地根据

带来的问题逐级放大，进而影响到服装企业的库存

消费者端年龄、喜好和对潮流的把握定制更切合消

和配送。如服装零售商依据错误的需求信息订货，

费者心意的服装；在服装心理价值上，可以结合消

则会带来服装的积压与销售不畅，进而使得服装产

费者经历和情感寄托，更具体直观地通过服装表达

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 [16]。2020 年初疫情的爆发限

消费者情愫，赋予服装产品长久生命活力。综上所

制了人们的出行购物，使得实体店的销售情况不容

述，C2M 商业模式能高效地进行需求的搜集和产品

乐观积压了大量的服装产品，出乎了服装品牌的预

的制作，是在适应快节奏生活形态下多方面考虑消

料，显然暴露了传统供应链的弊端。在传统的服装

费者感知价值，有效延长服装生命周期的商业模

消费品生产当中，是线性的沟通。零售商或品牌方

式。

采集消费者需求，将其转化为设计传达给工厂制作

2

C2M 商业模式清理服装库存

产品，遇到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时，还需要原料

服装库存的产生分为以防特殊状况而过量生

商的参与，最终产品走向市场，通过线上或商场实

产、前期市场调查不足导致的产品供过于求造成的

体店的方式出售。这样一来，产品开发的周期非常

产品积压；服装质检不合格产品积压；地域或季节

长，加上步骤众多，造成信息丢失，很有可能最后生

更替导致产品积压；外贸质检不合格或超时退单造

产出来的并不是消费者想要的，产生因服装滞销带

[13]

成的产品积压等四个方面 ，这些库存问题的解决
就需要更新产业链，为清理服装库存寻找更加可持

来的库存压力。而 C2M 商业模式不同，其核心不在
于工厂直接把产品卖给消费者，而是通过消费端的

续的商业模式。

大数据，整合工厂，品牌和原料商的资源，开发或销

2.1

售满足消费者诉求的产品。这样的方式兼顾消费

C2M 商业模式服装定制减少库存
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由传统制造业向新型制造

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制造业带来的高产能、高

者和企业双方，易达成共识，
实现双赢（图 3）。

消耗、高库存削弱了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造成
了极大的浪费 [14]。酷特智能打破了个性化与工业
化的矛盾，通过 C2M 商业模式服装定制的方式，既

满足了消费者的服装产品需求达到获得盈利的目
的，还解决了传统产业链供应和需求不匹配的弊端
造成的库存问题。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
蕴蓝表示，其 C2M 商业模式的顾客个性化定制经营
战略在企业方面其只需要依据出售的量的多少，采

购需要的面料即可，没有产生任何库存方面的浪
费。笔者通过在销售平台上浏览酷特智能公司红
领旗舰店，其库存量仅仅是个位数，相对于其他的
同类型的服装品牌库存极小。C2M 商业模式定制

Fig.3

图 3 传统商业模式与 C2M 商业模式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 and C2M
business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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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TAL 公司接管销售预测和库存管理等重

门店运营、精准销售等环节。服装企业太平鸟正是

月的货物存放在各零售店内的局面，大大提高了配

据光大纺织太平鸟中期交流纪要，目前太平鸟的库

要的领域后，改变了 JC.彭尼公司 6 个月的库存 3 个

通过 C2M 商业模式布局新零售的方式减少库存，根

置效率。现在 TAL 公司负责衬衫的生产线,已经达

存处理方式主要包括线下通过奥莱门店、线上通过

服装库存的积极意义，而 C2M 商业模式是基于生产

品，线上占比 20%左右）。根据太平鸟的库存服装

[17]

到了零库存 。这可见合理的销售预测对于减少
者大数据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将品牌、工厂、原

料商结合在一起共同开发产品，然后再通过大数据
将产品推给消费者的过程，C2M 商业模式预售是平
衡成衣供求的有效方式。现在的服装市场中，一些

阿里系统（占比 80%以上）和唯品会（处理长库龄货
产值报告显示，太平鸟库存总量为 16.94 亿元，在受
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同比去年同期的 18.36 亿元有所

降低（图 5）。由此可见，该企业对 C2M 商业模式的
应用大大降低了服装库存量。

汉服和洛丽塔品牌因为设计和工艺的成本高都只
接受服装的定金预售，企业可以根据订单按照预期
时间制作，消费者也在预定的时间内拿到了属于自
己的服饰产品，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需求误判
造成的服装过剩情况，这就显示了预售的作用，同
时也给传统服饰文化产业带来发展契机，更加有利
于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且通过情况调研显示
570 位 消 费 者 线 上 购 物 者 高 达 368 人 次 ，占 比

64.56%（图 4），因此网购预售的方式拥有较好的消
费者基础，为 C2M 商业模式预售等举措平衡供求提
供了消费者基础。

图 5 太平鸟企业库存产值走势（单位：
亿元）
Fig.5 Trend of PEACEBIRD enterprise's inventory output value

3

C2M 商业模式的局限性与改进措施

C2M 商业模式建立消费者和工厂或仓储的直

接联系缩短了产业链条，在各个方面对服装可持

续 起 着 积 极 的 效 用 ，但 它 也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局 限
性。首先，从定制到交货有一定的时间差，不能满
足消费者紧急用途（图 6），相对于现有的成衣来说

2.3

图 4 消费者服装购买渠道（单位：
人次）
Fig.4 Purchasing channels of consumer's clothing

C2M 商业模式线上直销清理库存

通过 C2M 商业模式解决库存的清理问题，是服

不能较好地刺激消费者需求；且由于消费者对品

牌的不信任等原因会引起预售订货少情况的产
生；再者，在一对一的物流过程，产生了交通、包装
等新的浪费。

装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又一积极态度。各服装企
业运用 C2M 商业模式指导库存管理，这种消费者与

仓储直连的形式，大大减少了相对于传统商场促销
所消耗的能源和人力成本，提高了库存服装产品配
置的效率，解决了库存积压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
导致的服装库存，如果不及时销售清理会给服装企
业和环境带来压力和负担。后疫情时代众多服装
企业累积了大量的库存，服装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积
极布局新零售，纷纷通过一些线上销售平台如唯品
会、淘宝特价版等进行打折促销，公众号和小程序
也成为各个品牌扩展服装销售渠道的新途径。新

Fig.6

图 6 消费者接受的预售时长
Pre sale duration accepted by consumers

针对这些情况，服装企业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措

零售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既能丰富消费者的的体验

施刺激需求并提升环保力度。①在刺激需求方面：

也是为产业赋能，影响到上游的服装设计，中游的

企业可以研发 3D 虚拟试衣系统来增加消费者的体
验感和购买欲望；将为库存买单的成本转换成消费

服装制造，下游的品牌传播、产品分销、物流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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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福利，并通过定金膨胀的方式降低服装商品的
价格。据消费者调查显示人们接受的预售到货时
间集中在一个月内，因此企业需要提高生产效率缩
短生产时间。②在物流和包装方面：提高企业可持
续包装的参与度，在兼顾防潮防水等功能性与美观
品牌象征性的同时，服装包装尽可能使用可降解可
回收的天然材料加工生产；在交通枢纽的位置建立
仓储，缩短物流时间；运输上采用新能源汽车等方
式减少燃油消耗；运用大数据建立企业间的信息共
享，合理利用物流空间[18]。

4

结语

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到来为 C2M 商业模式

带来了契机，对于线上运营能力较强的服装企业大
有裨益，而其局限性也将随着消费者熟悉度以及平
台流畅度的提升得以解决和克服。C2M 商业模式
在需求端前期确定消费者订货再进行生产，减少因
为供需不平衡造成的资源浪费；在消费端减少的厂
家与商家的对接，形成与消费者的直连，避免了店
铺一定程度的能源损耗；在库存端，通过电商平台
进行及时甩货，减少服装产品余量，避免服装因积
压进行的燃烧、填埋等环境污染。总之，C2M 商业

模式可以帮助服装企业去库存，延长服装产品生命
周期，缓解企业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可见 C2M 模式
对于服装的可持续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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