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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家：

用工业互联网破解
家装制造业的技术掣肘
□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中国制造业仍有很大的
技术掣肘。 但在软件行业，三维
家是处于领跑位置的， 因为我
们掌握了很多核心的技术。我们
从最底层的螺丝、 沙子起构建了
图形软件的整个大厦。 在这个图
形大厦中， 我们可以出家居版的
AUTO CAD （著名设计软件）、
家居版的 3D Max （著名设计
软件）。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
3 月 5 日， 在广州天河软
件园的三维家媒体沟通会上，
作为三维家创始人之一的蔡志
森向现场媒体表示， 目前三维
家产品线已经遍及销售端、设
计端、制造端、机床端的软件，
“我们定位在家居行业，我们不
离开这个行业， 使它的销售设
计制造一起走向顶端， 这是我
们的愿景和使命。 ”

数控系统和智能化生产大大提
升 了 定 制家具的 生产效 率 。

以软件工具创新应对挑战
2012 年， 家居行业刚刚处在全
屋定制 5 年黄金发展期的初期阶段，
新模式、 新需求带来了远超预期的
高回报率。 不过新的风口， 也带来
了新的挑战——
—软件上的挑战尤其
明显。
初期行业门店端使用的软件都
是基于传统的客户端软件，对于人的
专业要求很高， 使用过程非常麻烦，
渲染图慢、效果图不理想。 面对消费
者展示的图纸过于专业，很多消费者
看不懂，信赖度不高，定制产品的沟
通谈单效率很低。
另一方面， 客户的设计需求不符
合工厂的生产要求。比如，很多设计师为
了接单，只要客户提要求就答应，导致在
工厂无法落地，出现频繁退单、沟通。 报
价低效，出错高。设计师人工核算每个部
件的价格，再汇总。 过程繁琐易出错，还
需要工厂审核，浪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人工成本非常昂贵。 比如，拆单
师傅要求高，很难招，工资高。 而且只
要人工拆单， 尤其是定制化订单，灵
活度非常大， 一味依赖人工画图拆
单，就不可避免会有错误。 势必造成
招工成本高、管理成本高。
而上述难题， 都成为三维家在
2012 年迅速崛起的机遇。 目前三维
家为家居行业提供了 4 个工具，都是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比如逛逛美家小
程序，核心是通过 AR 内容、小视频
内容、效果图内容，跟消费者高效互
动，建立信任。 3D 家居云设计，是通
过轻量化、高可用特性，深化 3D 互
动效果； 设计师做家装设计更加简
单，入门 3 天变专业；专业设计师更
高效， 以一当十。 3D 家居云制造系
统，把消费者的需求转变成机床上的
加工语言， 解决行业里的两大痛点：
出错和货期问题。

以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颠覆发展
对于工业互联网，广州无疑是一
个绕不过去的城市：中国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落户在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五大城市。 而
阿里云广州总部同样落户广州。
而对于广州乃至国内整个家居
产业而言，三维家则是一个“绕不过
去”的工业互联网企业。 在广州周边
的佛山、东莞，拥有庞大的家居产业
工业群。 在广州，则有主打工业互联
网的三维家。
“我们在 2012 年、2013 年跟这些
行业的大咖们说云，他们云里来雾里去，
根本不知道你叫什么云，凭什么我的软
件放在你的云上。 ”蔡志森向记者坦承，
当年将赌注压在
“
云”上，是一次巨大的
冒险，庆幸的是赌对了未来的方向。
在蔡志森看来，一旦工业互联网

在家居行业建立，势必颠覆这个“跟
30 年前产品形态上、服务模式、本质
上都没多大的区别”的行业。 在工业
互联网驱动下，新材料新工艺、软件
技术、柔性化的生产技术都会翻天覆
地的变化，打破以前在工艺上、工具
上的限制。
“
我要做营销端软件、 生产端软
件、设备端软件。 做设备端很核心就
是数据上云，也是设备上云。 设备上云
之后， 我把定单数据、 交易数据脱敏之
后，把共性数据提取出来。 打个比方，对
于这个行业的铣刀，大家如果将其改进
了， 一定给这个行业带来巨大的惊
喜，不要小看这把刀，这个刀有可能
直接使板材开料效率提升 1.5 倍，成
本降低 30%。 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情。 ”

以科技降低对人工的依赖
“我们有非常强的图形化能力和
软件能力， 可以把两个快速的结合，
这是我们的两大优势。 ”在蔡志森看
来，这两个能力是将“科技跟美的完
美结合”的能力。 站在家装行业一侧，
三维家能将先进的软件技术， 比如
“人工智能”研究透，通过搭建算法架
构，把户型图矢量化和数据化。
但工业互联网毕竟不同于消费
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无时无刻需要跟
实际生产紧密接触， 需要跟机床、生
产机器紧密结合。 为此，三维家还对
硬件机床频频
“
动刀子”。
“
早期 2015 年、2016 年， 机床厂
不跟我合作，我就直接将几十万元的

设备买回来了。 我叫工程师拆了它。
拆了它后，把我们做好的电路板装上
去。 ”蔡志森笑着说，
“我想做软件的
人，没有多少像我这么狠。 ”
“说得自豪一点，我们是
‘上得厅
堂下得厨房’的一帮人。 ”蔡志森表
示，即使到了现在，要研究做施工，他
和程序员也跟着施工师傅、安装师傅
天天耗在作业现场。
最终， 通过三维家云制造系统，
规避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流程，大幅
度降低出错率，门店设计出来的定制
家具可以对接到工厂生产，并且能够
准确无误地安装上。 以前做一个定制
家居，一个工厂几百、上千人去拆单，

现在不需要了， 门店的单子丢到工
厂，工厂可能马上就能生产了，机床
能马上动了。 机床上有三维家的数控
系统，生产线上的人员数量和人工成
本会大大减少， 这样效率会更高，甚
至可以
“
三班倒”。
三维家的数控系统， 解决了数控
机床的瓶颈。 以前工人不但要掌握机床
的操作， 还得懂看数控机床的机代码，
这样的工人是很难找的， 工资更高到要
1 万到 1.5 万元， 而且很难培养。 “
要
使机床的操作智能化、 数字化、 云化，
降低工人的要求， 这样整个的协同
效率才能更高。” 三维家一位负责人
如此表示。

三 维 家
创始人兼总
裁蔡 志 森。

像卖车一样卖整装家居
“家居制作经常让人联想到‘传统’、
‘
落后’、
‘
污染’。 我们想改变这种现状。 ”蔡
志森向记者表示， 传统家装行业确实是消
费体验很糟糕。 家装对于消费者而言，比购
买汽车更复杂。 但家装行业能否像汽车销
售一样拥有良好的体验呢？
在蔡志森看来，这其实是可以的。“在
我看来，屋子就是汽车，类似欧派这种，就
是汽车的总装厂。 而这个产业里最核心的
技术，是工业化装修或者装配式装修。 ”蔡
志森向记者表示，三维家旗下“至爱智家”
平台就是这个总装厂里各种技术的连接平
台。在这个连接平台中，家居行业可以采取新材
料、新工艺，彼此真正协同。
“
家居产业市场的蛋糕非常大。 家居产
业会生出 5 家、10 家过千亿、甚至几千亿交
易规模的公司，是很大可能的。 ”三维家另
一位创始人、目前主要负责“至爱智家”项
目的黎保生向记者表示，“至爱智家” 作为
三维家的子公司， 接下来会跟更多的外部
的供应链、技术团队做深度的合作。

不作恶的“森林法则”
常言道，所谓的“丛林法则”是“弱肉强
食”。 但在蔡志森看来，在工业互联网视觉
下，更重要的是
“
森林法则”。
目前已经基本摸透家居行业工业 （ 产
业） 互联网玩法的蔡志森表示，与消费互联
网比较， 重度垂直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特
点。 而且与消费互联网比较，工业互联网还
有
“森林法则”：不是一家独吃，而是像森林
一样， 多个业态彼此互相协同，“在森林业
态， 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付出和劳动价
值获得回报。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
为了履行“不作恶”的价值观，三维家
的数据除了全行业开放， 并协助大企业做
自己私有的大数据中心。 此外，三维家推行
数据脱敏，禁止抽取个体隐私，只允许调用
群体公共数据。 而这些脱敏数据，三维家会
跟 BAT（ 即 百 度 、阿 里 巴 巴 、腾 讯） 做数据交
换，最终目的还是推动行业发展。
“三维家的业务更多是在底层，就像变
成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是水跟电，源源不
断地提供给这个产业。 ”蔡志森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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