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誠、堅持和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 )
VOLCOM 借助 CENTRIC PLM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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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我們的原有 PLM 系統感到不滿和沮喪。作
為一間公司，我們面臨一項重大決定。我們應該繼續進
行計劃的升級，還是後退一步重新評估我們的選擇？」

Volcom 的全球 IT 主管 Steve Chastain 對公司在最重要關頭不得
不作出一項有關現有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 解決方案的決策記
憶猶新。產品生命週期的重要部份在系統以外進行處理，進行自訂
需要複雜的編碼和變更管理。使用者在苦苦掙扎。
Volcom 的品牌願景注重將障礙轉化為機遇，他們決定邁出大膽的
一步。透過短時間的努力，公司評估並實施了 Centric 8 PLM。
如 今，一 項 過 去 需 時 兩 星 期 時 間 的 任 務 現 在 只 需 一 日 半 時
間。Volcom 實現了整個產品生命週期更大的可見性，現在，團隊在
簡化的產品建立和發佈流程中透過 Centric PLM 進行溝通和協作。
Volcom 和 Centric 如何透過配合創造成功？

靈感來自創造力和熱誠
Volcom 是一個全球性的服裝品牌，植根於滑板、滑雪、衝浪、音樂
和藝術。他們為男性、女性和兒童設計、生產和銷售高品質服裝外
套和配飾。Volcom 製造既耐用、可持續、時尚又實用的產品。
Volcom 成立於 1991 年，總部位於加州 Costa Mesa，在全球擁有 
900 多名僱員。Volcom 已經從一間以批發為主的公司發展成為一
個多渠道的批發、零售和電子商務企業，在全球擁有逾 115 間品牌
零售店和一個發展蓬勃的網上渠道。

求變的機遇
正如 Chastain 解釋的那樣，Volcom 致力於追求令人振奮的機會，
但他們採用的工具和系統阻礙了使用者充分發揮潛力。

「我們看到了設計耐用、可持續、實用和創新服裝的機遇，為堅持
遵循熱誠的大眾創造富有意義的產品。」他說道。

「我們的業務也經歷了許多變化，從批發為主過渡到一個多渠道
零售品牌。透過工具提高知名度是必要的，隨著我們成為一個全球
品牌，我們需要與我們一起成長的工具，幫助我們觸及多個客戶群
和地區市場。」
Volcom 在六年前選擇並實施了 PLM 解決方案，但是經歷了許多挑
戰，最終導致他們考慮部署替代的系統。

「系統具有超強的可自訂性和可擴展性，但也存在自身的挑戰，因
為它需要大量的複雜編碼。」Chastain 解釋道。「設計人員並非是最
初實施中的一部份，因此他們完成了系統以外的所有工作。產品生
命週期的其他部份，例如成本計算、規劃和採購，都是獨立管理的。
總體上缺乏使用者滿意度並充滿挫敗感。」
Volcom 意識到他們要麼繼續進行系統升級，要麼轉向一個完全不
同的方向，最終決定重新審視一間曾經入圍他們尋求的 PLM 解決
方案的公司 － Centric Software。

專業知識和熱情
「切換一套主要系統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 Volcom 品牌基因的一

部份是要嘗試不可能的事情，」Chastain 表示。「我們看到了一個機
會，並且決定緊握著它。我們邀請 Centric 加入，我們看到了他們作
為一間公司是如何在數年間走向成熟和成長起來。」

通过Adobe接入工具，设计
师可以在Adobe Illustrator

中工作的同时，无缝衔接
PLM中BOM的更新。这对于
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可以极

大的提升设计效率。

「

挑戰
 + 使用者對原有 PLM 解決方案的挫敗感

 + 需要提高可見性和簡化溝通

 + 業務擴張到更多地區和渠道

 + PLM 以外產品生命週期的重要部份

 + 不在 PLM 中工作的設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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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在短時間內按時、按預算實施

 + 使用者參與度和購買熱情高漲

 + Snow 團隊的款式輸入時間從 
2 個星期減少至 1.5 日 – 速度
快 7 倍！

 + 設計人員可以在 PLM 中使用 
Adobe Connect 直接工作

 + 提高效率和團隊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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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Chastain 解釋的那樣，Centric 對服裝業務的經驗、其易用性，以
及展示 Centric PLM 對如何處理 Volcom 特定挑戰和流程的承諾，給 
Volcom 留下了深刻印象。

「Centric 鼓勵最佳業務實踐。他們對服裝業務非常瞭解，這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關鍵因素。我們對他們的路線圖和未來規劃感到振奮。」

「我們的使用者亦對易用性、簡潔性和卓越的介面感到振奮，」他繼續說
道。「Centric 的開發人員注重減少使用者完成任何任務所需的，而對我
們來說非常龐大的擊鍵次數。」

「最終，我們選擇了 Centric，因為他們不僅僅向我們展示了一項簡單的
演示。他們使用我們的數據、技術包和系統要求進行了深入演示。他們願
意為我們邁出這一步，我知道他們會為任何潛在客戶這樣做。」

積極參與和有效率的使用者
Volcom 按計劃完成了實施，第一個實施系統的團隊立即體驗到其好處。

「當我最初宣佈時間表時，Snow 團隊中有些人表示擔憂，他們將是第一批開始在該系統中工作的人。」Chastain 說道。「但
是，在我們實施了 Centric PLM 之後，這些擔憂便煙消雲散。在系統中輸入款式過去需要 Snow 團隊使用2個星期的時間，現
在只需要1.5日的時間 － 幾乎比以前快 7 倍。當我們完成實施時，其他團隊聽到這個成功消息均感到非常振奮。」
Chastain 指出，受實施過程中直接與 Centric 團隊合作經驗的驅使，Volcom 的使用者購買熱情高漲。

「Centric 團隊擁有豐富的實際經驗，參與度很高，」他說道。「我們的使用者和超級使用者正與他們直接合作推廣該系統。
這次，由我們的銷售和設計團隊領導這一流程，這是一個主要優點。使用者的參與度和購買熱情非常高漲。每日都有人攔住
我，詢問他們甚麼時候能夠使用解決方案的不同方面。」
Volcom 很快注意到提高效率和團隊間協作等好處。
正如 Chastain 所說，「我們聽到人們在展示一項工具時提高效率的說法，對 Centric 來言，確實如此。它減少了在數據輸
入方面消耗的時間，使我們的使用者能夠切實展開工作，並專心從事他們最擅長的事情。我們的設計師現在擁有技術包和 
BOM 的端對端所有權。設計人員借助 Adobe Connect 工具，可以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工作，同時在 PLM 中流暢地更新物
料單。這絕對為我們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放眼未來
隨著完成實施，Volcom 期待著幾項重大改進。這些
改進包括將現有的企業資源規劃 (ERP) 解決方案
與 Centric PLM 相整合，並增加 PLM 模組來處理合
規性、測試，以及規劃和成本計算。供應商已連接到
原有 PLM 解決方案，因此繼續推進與 Centric PLM 
相整合是 Volcom 的一大優先事項。

「系統中存在第三方供應商可以讓我們簡化溝通
和協作，」Chastain 表示。「他們可以真正掌控自己
在流程中的角色並建立信任，這一點極其重要。」
Chastain 得出的結論是，項目的成功歸功於合作雙
方團隊的辛勤努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一切給我留下了最深刻
的印象，」他說道。「每個項目都存在挑戰，但在我們
需要的時候，Centric 會提供額外的資源，他們已經
達到了每一個里程碑。實施一項嶄新的 PLM 解決
方案需要時間、精力和努力，但只要雙方擁有專業
團隊，可以順利地成功完成實施 — 尤其是當使用
者渴望求變的時候。」



關於 VOLCOM
源于创新精神，Volcom 于 1991 年成立，专为执着追寻心中热爱的人们打造精品。我们生来即是为了追逐真实的
自我。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愿景是化障碍为机遇，凭借创新的勇气激发不可能，迎接陌
生。这份愿景促使我们不断进取，一再尝试。这种内在的力量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追求提升，永无止境。我们
永远都在追寻的，是愿景实现时那令人沉醉的一刻，周围的世界都为之静寂……在那短暂的一刻，我们的生命蓬
勃绽放。Volcom，忠于真实。

關於 CENTRIC SOFTWARE
Centric Software總部坐落於矽谷，專門為時裝、零售、鞋履、奢侈品、戶外用品及消費品領域的知名品牌提供數碼
轉型平台。名為 Centric 8 的旗艦式產品生命週期 (PLM) 平台，提供企業級別的商貿規劃、產品研發、資源採購、質
量及系列管理等功能，專為變奏急速的消費品行業而設。Centric SMB 為新興品牌提供創新 PLM 技術及關鍵行業
知識。Centric 可視化創新平台 (VIP) 透過大型觸控式屏幕和流動裝置，提供全面可視的轉型體驗，革新了團隊決策
方式及創意團隊協作，同時大幅縮短產品上市時間和凝聚產品創新過程。Centric Software主要股東為 Dassault 
Systèmes（巴黎證券交易所 Euronext Paris：#13065，DSY.PA），該公司為 3D 設計軟件、3D 數碼類比和 PLM 解決
方案的全球領先企業。
Centric Software已獲得多項行業大獎和認可，其中包括於 2013、2015 及 2016 年入選「Red Herring 全球百強企
業榜」。  Centric Software亦分別於 2012、2016 及 2018 年榮獲 Frost & Sullivan 頒發的多項卓越大獎。

www.centric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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