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cnica集团凭借 
世界一流的产品信息管理 (PIM) 技术 
登上成功的巅峰

客户故事

为了在全球精准锁定目标消费者，这家意大利运动服装巨头向力克
寻求帮助，以针对其整个产品上市流程中的产品信息管理系统进行
优化。 

Cristiano Simonetto 先生最初加入 
Tecnica 集团担任 IT 和电子商务总
监时，便肩负重任。他必须通过缩短
产品上市时间并按时提供准确的产

品信息来赢得科技达人消费者的青睐，以帮助
公司超越竞争对手。这就需要整合集团的IT 系
统来建立统一的信息数据源，并简化跨不同
渠道和部门的产品数据收集和分发的过程。起
初，考虑到 Tecnica 集团所处的业务环境，这
个任务足以令人生畏。 

这家意大利鞋类和冬季运动服装巨头正在迅
速扩张，旗下拥有6个国际知名品牌，如 Moon 
Boot、Blizzard、Nordica、Rollerblade、Lowa 
以及Tecnica。Tecnica 集团在收购了多家公
司后，全面接收了这些公司的 IT 系统、各种数
据类型以及不同的审批流程。为了提高整体效
率，迫切需要整合所有子公司和生产工厂，确
保所有团队成员上下一致，在技术层面上规范
沟通方式。Simonetto 深知，只有每一位供应
链参与者都可以实时访问、更新和共享相同的
产品数据，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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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nica 集团拥有垂直
整合的供应链，其 3,000 
家零售商遍布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

投资 PIM 解决方案是一举
两得之事，既可将其用作
公共信息数据源，又使所
有供应链参与者都可以轻
松地通过原有系统输入信
息。 

利用产品信息作为运动服装的竞争优势
Tecnica 集团希望通过赢得当今新零售时代消
费者的青睐，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取决
于两个要素：首先，为消费者的每一个触点提
供最佳的全渠道零售体验；其次，通过准确的
数据提升团队合作和效率，以缩短产品上市时
间。Simonetto 先生很快意识到，将这两个要
素连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可靠的产品数据。投资 
PIM 解决方案是一举两得之事，既将其用作公
共信息数据源，又使所有供应链参与者都可以
轻松地通过原有系统输入信息。 

Tecnica 集团是意大利领先的运动服
装制造商
Tecnica 集团成立于 1960 年，最初在上世纪 
30 年代还只是意大利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
如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为冬季项
目的运动员生产高性能鞋子，集团凭借卓越
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Tecnica 集团拥
有垂直整合的供应链，每年可生产超过 300 
万双徒步鞋和登山鞋、363,410 对滑雪板和 
796,998 双滑雪靴，其 3,000 家零售商遍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公司拥有丰富的品
牌系列，麾下有 1,541 名员工和 11,500 家提供
当季新品的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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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IM 系统还可以帮助 Tecnica 员工在线
发布生产信息时避免错误，从而提升数据的准
确性，减少门店退货情况。这无疑为兼具技术和
品质的户外运动服装领域带来了竞争优势，而
精密准确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运动服装与时
尚行业的其他领域截然不同。如果您销售的是 
T 恤，并不会给消费者带来什么风险。但对我们
来说，我们的客户可能正在以 140 公里的时速
从山坡上滑雪而下，他们必须信任我们产品的
质量。”Simonetto 先生解释道，“我们必须通
过合适的渠道为消费者提供准确的产品信息，
以指导他们做出正确的购买决定。一旦他们觉
得自己买到尺寸完美、剪裁得体、用料上佳并
适合他们运动的商品，我们就赢得了消费者
的信任。”

“

”

我们必须通过合适的渠道为消
费者提供准确的产品信息，以
指导他们做出正确的购买决
定。一旦他们觉得自己买到尺
寸完美、剪裁得体、用料上佳并
适合他们运动的商品，我们就
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Tecnica 集团选择了力克的  
Kubix Link
在进行一系列市场调研之后，Tecnica 集团最终决
定实施 Kubix Link，将其作为不同 IT 系统和各种
类型的数据有效整合的技术支撑。该解决方案的可
配置性和灵活性打动了 Tecnica。Tecnica 集团始
终以创新和助力运动爱好者突破自我而引以为豪。
力克以客户为中心，重视工业 4.0，在研发方面投入
大量资金，打造出这一完美契合的解决方案。 
力克建议为 Tecnica 集团部署 Kubix Link，这是
一个集 PLM、PIM 和 DAM 等系统于一体的云端
解决方案，助力时尚公司为消费者带来 360° 全方
位的极致体验。它使公司能够通过具操作性的数据
将所有供应链参与者和其他系统（如ERP、CRM和
WMS）串联起来，达到产品从设计阶段到店面陈列
的无缝连接。Kubix Link 的可配置性也让他们可以
专注地使用 PIM。利用这项技术，Tecnica 集团得以
为旗下六个独立品牌和二十多个生产基地建立起统
一、可靠的信息数据源。 



在为期三个月的实施阶段中，力克的专家与 
Tecnica 集团始终紧密协作，根据他们的需求进
行配置，让解决方案变得直观易用，因此上手过
程非常简单。“作为一名 IT 主管，很难说服我们
的员工接纳新的 IT 系统。但 Kubix Link 不一样，
上手非常轻松，其用户友好性让人刮目相看。此
外，团队成员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实时交流，就像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表情包一样容易。这与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应用程序并没有太大区
别。”Simonetto 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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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Kubix Link，我们可以
整合、丰富和发布来自整个
供应链的所有产品信息。我
们可以把它们传递给整个价
值链的所有参与者，并以相
应的规格和格式通过电子商
务网站和市场终端，自动与
最终消费者共享。

”
“

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信息赢得消费者的
青睐
要在数字时代蓬勃发展，仅靠推出高质量的产品
是不够的。随着新零售的兴起，向消费者传递正确
的信息和在每个消费者触点提供全方位体验同等
重要。Simonetto 先生强调道：“如果您忽视了消
费者触点的体验，那么便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  
Tecnica凭借不断丰富的品牌组合、大批量的生产和
广泛的产品种类而赢得盛誉，因此保证数据完整性
对公司来说是重中之重。利用这项技术，Tecnica 今
天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利用 Kubix Link，我们可
以整合、丰富和发布来自整个供应链的所有产品信
息。我们可以把它们传递给整个价值链的所有参与
者，并以相应的规格和格式通过电子商务网站和市
场终端自动与最终消费者共享。”Simonetto 颇为
欣慰地表示，“我感到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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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系统针对时尚行业的痛点，具有可以
对每个产品特征进行分类和识别的功能，因
此从设计阶段到门店陈列的整个价值链的所
有参与者都可以轻松输入数据；  当产品测试
结果不佳时，系统会将最后一刻的变更实时
通知给到每个参与者。Simonetto 先生认为，
这使得审批流程的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一切
变得轻松无比。他说：“在此之前，我们经常通
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而且由于需要不断来
回处理邮件，最终确定产品目录花费了我们
很长时间。现在，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因为

“ 之前，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
件进行沟通，而且由于需要
不断来回处理邮件，最终确
定产品目录花费了我们很长
时间。现在，一切都变得如此
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类
似社交媒体式的群组留言板
和群聊天记录等功能，实时
讨论相同的内容。几分钟内
就能做出决定。

我们可以使用类似社交媒体式的群组留言板和
群聊天记录等功能，实时讨论相同的内容。几分
钟内就能做出决定。”
由于所有信息数据都是集中化、结构化和标准
化的，因此 Tecnica 员工现在可以通过共享和
接收准确的产品数据来更快、更好地进行协作。
根据每个电子商务网站或市场终端的详细信
息，即可以适配的语言、格式和度量单位一次性
向全球 3,000 家零售商进行产品宣传。他们还
可以跨所有渠道和时区实时监控每个产品目
录的发布状态，不论产品目录使用何种语言。最
终，他们能够通过缩短审批流程来缩短产品上
市时间，并通过快速制作促销内容，领先于竞争
对手，更早一步地接触到消费者。 

“



关于力克
力克致力于为具有前瞻思维的时尚服装、汽车内饰和家具公司开发推动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先技术。力克的解决方案支持品牌商、制造商和零售商从设
计到生产的整个流程，为他们提供应得的市场尊重和安心保障。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力克公司官方微信：Lectra力克，或访问网站www.lectra.cn

“

”

从 PIM 到 PLM 合作
在收获 Kubix Link 取得的有效成果
后，Tecnica 集团计划将 PLM（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 功能也添加到解决方案中，以共享
和传递原料成本和质量数据等更多与生产
相关的信息。通过扩展其解决方案，他们将
能够全面了解从设计到产品开发的整个流
程，实现成本控制，发现并清除项目进程中
的所有障碍。如此，他们便可以缩短产品的
上市时间，并同时生成面向客户的产品信
息。“我们决定采用 PLM 是因为我们迅速实
施了 PIM 并很快从中受益。  

Kubix Link 的开发标志着新一代产品的开
启。该解决方案非常适合我们如今的生活方
式 - 随时随地，无限互联。PLM 和 PIM 系统
全都交由力克来实施对我们来说是完美的
选择。这省去了管理多个 IT 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所带来的麻烦。”Simoneto 先生认可
道。  

@LectraFashion
LectraFashionNetwork

LectraTechChannel

一体化整合PLM、PIM、DAM等解决方案的自演进生态系统，打造极致客户体验。 
想详细了解 Kubix Link ？ 

如需了解有关 PLM 实施过程的详细信息，请下载我们的电子书“秣马厉兵：如何避免 4 个常见的 
PLM 实施遗憾”。

下载产品手册

我们决定采用 PLM 是因
为我们迅速实施了 PIM 并
很快从中受益。 
Kubix Link 的开发标志着
新一代产品的开启。

https://twitter.com/LectraFashion
https://www.linkedin.com/showcase/lectra-fashion-networ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G8-IGo27cEXfcw_ymWJCA
https://www.lectra.com/en/library/fashion_cio_plm-implementation-regrets?CID=7010N0000015jeUQAQ&utm_source=CustomerStory&utm_medium=LastPageCTA&utm_campaign=FA_KubixLink
https://www.lectra.com/en/library/fashion_cio_plm-implementation-regrets?CID=7010N0000015jeUQAQ&utm_source=CustomerStory&utm_medium=LastPageCTA&utm_campaign=FA_KubixLink
https://www.lectra.com/en/products/kubix-link?CID=7010N0000015jeZQAQ&utm_source=CustomerStory&utm_medium=LastPageCTA&utm_campaign=FA_Kubix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