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ELIER TUFFERY

客户案例



挑战
Atelier Tuffery 成立于 1892 年，位于塞文纳
国家公园中心的弗洛拉克，是一家专注生产牛
仔工作服饰的家族服装制造企业。第四代传人 
Julien Tuffery 和妻子 Myriam 接管工厂后，
决定彻底审视商业战略。这对夫妇明确了三个
主要目标：保留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手工专
有技术；专注直销；并继续在该工厂生产服装。
他们意识到必须审查生产流程，并找到合适的
合作伙伴，协助他们更深入地迈向数字化领域。

结果
通过在 Modaris 中重新创建系列中的所有样
版，Atelier Tuffery 实现灵活性和敏捷性提升。
这意味着，无论所需数量如何，现在均可更轻松生
产任何系列中的任何产品。这是向着针对“量身定
制”计划的最终目标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力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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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LIER TUFFERY 将数
字化服务融入精湛技艺
Julien 与 Myriam Tuffery 接管家族服装
制造企业后，决定重新审视价值链，并融入一
些数字化元素。

解决方案
工厂依旧沿用从 Julien 的父亲 Jean-Jacques 
起各代留下的技术，因此，为了保留从前辈们继
承的知识，他们决定将所有纸样数字化。这是向
着更全面的制造流程数字化迈出的第一步。 
通过与力克团队开展长期讨论，公司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力克团队能够适应 Atelier Tuffery 
的限制条件，从而实现这一流程。与此同时，一
名全职工作人员接受了 Modaris 和 Fashion 
On Demand by Lectra 解决方案的培训。

客户案例 
Atelier Tuffery 将数字化服务融入精湛技艺



Atelier Tuffery 位于塞文纳国家公园中心的弗洛拉
克。这是一家专门制造牛仔裤的工匠企业。该企业的
故事始于 130 年前的 1892 年，当时建筑工人在洛
泽尔和马西夫中部地区修建铁路交通设施，曾祖父 
Célestin Tuffery 决定满足建筑工人对服装的需求。

“Atelier Tuffery 的时间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法国纺织业的当代历史”，Julien Tuffery 解释道， 
他对自己接管这家家族企业感到十分自豪。 
染成“bleu de Gênes, blue jeans”的“de Nîmes” 
（或“denim”）布料以最近的城市命名，具有结实耐
用的特性，他的先辈将这种布料制成工作服，因此这
种布料成为潮流并迅速爆红。该公司专门生产工作
服，由于客户对这种时尚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司
的业绩蒸蒸日上，这种材料在战后成为牛仔裤的代
名词。大量订单涌入，公司的生产基地不断壮大，员
工队伍扩至几十名。

家族式当地企业 ATELIER TUFF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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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叔叔们一直秉承工匠传统，制作漂
亮的牛仔裤，不断追求卓越的法国风格。我们如今
所做的与曾祖父 130 年前所做的大同小异。我们
只是设法使其符合当今社会的潮流。”
Julien Tuffery， 
Atelier Tuffery 联席经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Julien 的父亲和兄弟们面
临全球化和低成本生产区廉价产品的浪潮。他们不
得不转为零售商，为少数核心客户继续定做服饰。
以 Julien 和妻子 Myriam 为代表的第四代传人在 
2014 年接过了这把火炬，这一决定得到了人们对法
国制造产品和可持续生产的日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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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企业家们在接管该企业时，心中有三大主
要目标。在他们看来，最具战略意义的是找到一种
解决方案，保护 Tuffery 在手工技术实践中流传
下来的所有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拥有金钱买不到的稀有知识”，Myriam 解释道。
另一个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只做直销，以免损失所产
服装的价值。最后一个大胆的选择是在家乡弗洛拉
克的工厂继续生产。这些当地根源要素是灵感和交
流的源泉。 

保留专有技术，在弗洛拉克发展制造业并坚持直销：
重大挑战 

“我们接管工厂后，做出了一些战略选择：转向直
销，继续在工厂生产。这是一场豪赌！必须保留这
些手工技艺，做出改变，实现更好的业绩。” 

Myriam Tuffery， 
Atelier Tuffery 联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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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在本地生产并让企业取得成功，借助更
多现代化设备来提高制造车间的绩效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适应时代的强大解决方案来支持我们”， 
Myriam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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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化转型纳入战略后，这对夫妇开始寻找能够
适应限制条件的最佳合作伙伴。“印象中，力克是一
家只侧重节省材料、提高大批量生产效率的大公司， 
但相反，他们的团队最能准确捕捉到我们的需求”， 
Myriam 表示。
这一初步合作旨在将工厂活动核心的所有纸样数字
化，确保这一专有技术得到保留，并为其发展创造必
要的条件。这是一项漫长的任务，但 Atelier Tuffery 
很快意识到让一名全职员工参与其中的价值： 
Salomé。她成为力克团队的切入点。他们一起建立
了 Modaris Expert 制版解决方案，同时确保整个
工厂的组织得到保留。

数字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部署过程

“在合作之初，力克团队花费时间将各种因素纳入考量，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培训师来到车间帮助我们部署 Fashion On Demand 力克解决方案，
这一举动展现了人性化的一面。”
Myriam Tuffery， 
Atelier Tuffery 联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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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键步骤引发了某些担忧，尤其是 Julien 的父
亲 Jean-Jacques Tuffery：“我担心数字化会让我
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并与我们的理念脱节。”分级
是另一个敏感但至关重要的话题，这取决于裁缝师
多年的经验。
力克团队清楚地识别了所有疑虑，他们多次来访，支
持数据集成，检查解决方案是否正确安装，并解答任
何安装相关的问题。 
Atelier Tuffery 的经理们特别欣赏这种人性化的一 
面：“力克团队会适应我们的开发阶段，而不是试图
催促”，Myriam 解释道。同时，除了通过 Modaris 
Expert 创建的样版外，Salomé 还将产品目录和材
料限制整合到 Fashion On Demand by Lectra 
解决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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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ra.cn

关于

Fashion On Demand by Lectra 将 Virga 单层裁剪解决方案与力克数字裁剪平台相结合。该交钥匙解决方案可根据
需求进行自动化生产（从接收订单到裁剪）。借助这一颠覆性的产品，时尚公司可以从按需生产流程中的所有步骤中获益，

无论是生产小批量产品还是定制产品均是如此。

了解更多

坚定专注未来发展的公司

“考虑到我们的限制条件，力克展示出适应性优势。借助这一数字化流程，
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现在更有信心满足客户的新期望。”
Julien Tuffery， 
Atelier Tuffery 联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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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网站直销已创造 80% 的营业额，Julien 和 
Myriam 仍然将部分制造流程数字化，继续实施家
族企业现代化战略。因此，他们能够确保专有技术得
到保留，并彻查整条价值链。同时，这也给他们带来更
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引入 Fashion On Demand by Lectra 给
他 们 带 来 空 前 的 益 处，因此该产品在生产
阶段尤其是在小批量生产期间备受欢迎。  

所有样版现在都已数字化，并通过 Fashion On 
Demand by Lectra 解决方案的自动化订单处理功
能进行处理，“我们可以立即从数据库中检索历史样
版，几分钟后就能生产出一条牛仔裤”，Julien 解释
道。要求极高的制造团队对该解决方案赞不绝口。这
使得 Atelier Tuffery 能够在引入创新技术的同时
保护其作为手工服装制造商的文化特色。在这一过程
中，力克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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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ctra.cn/fashion-on-demand-brochure-download?CID=7013V000000LQUDQA4&utm_source=Content&utm_medium=Print&utm_campaign=FA_FAOD_Reference&utm_content=CustomerStory&utm_term=LastPageC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