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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人零售自动售货机
将迎来大发展
文 | 刘明星、李建、王蕾

继金融智慧机和智能物流柜之后，

钣金行业的从业者一直在找下一个风

口，自动售货机行业可能就是正在强势

崛起的新风口。随着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在全国各年龄段人群中普及，无人零售

开始流行，而自动售货机则是其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动售货机业态是与便利店与商超

模式并行的新型模式，起着互补的作用，

是应对地租和人力成本的增加而产生的

新型零售业态。自动售货机针对的是特

定场景的消费人群与消费模式，主要是

地铁、医院、商场、火车站、学校、工厂、

体育馆等人流密集区域，凭借着占地面

积小、服务便捷标准化赢得消费者青睐。

货源、制造商、渠道、消费及广告构成

产业链，发展潜力巨大，整个产业链的

生态正在构建中，钣金企业尚有机会大

有作为。本文试图简要介绍自动售货机

行业的相关情况。

自动售货机有哪些类型呢？

从功能讲，分为饮料自动售货机、

食品自动售货机和综合自动售货机。从

制造的角度讲，自动售货机可以大致为

弹簧螺旋货道、蛇形货道、履带货道、

多格口柜子、智能柜等多种类别，对应

的特点和适用场景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弹簧螺旋货道

弹簧螺旋货道出现较早，结构简单、

可售卖商品种类多，可以售卖常见的零

食、日用品等各种小商品，也可以售卖

瓶装饮料。优点是成本低，能售卖的商

品种类多。缺点是售卖瓶装饮料容易卡

货，补货麻烦，需要把货道抽出来然后

把商品逐个摆放。

蛇形货道（S 形堆积货道）

S 形堆积货道是为饮料自动售货机

开发的专用货道，可以售卖各种瓶装、

罐装的饮料，饮料在货道里面层层堆积，

依靠自身重力下滑出货。优点是空间利

用率高、容量大、能够售卖的饮料种类

多；不容易卡货；补货简单、速度快；

缺点是结构复杂，生产制造难度大，制

造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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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带货道

履带货道是将商品摆放于履带之

上，购买商品后，商品所在货道会向前

滚动，带动商品掉落至出货口。优点是

可以售卖矮罐装饮料、矮盒装零食、盒

饭等多种能在履带上平稳站立的商品。

缺点是商品若倾倒将影响整个货道；补

货麻烦，需要把货道抽出来后把商品逐

个摆放。

多格口柜子

多格口柜子是一种格子柜的集群，

每个格子都有单独的门和控制机构，每

个格子里面可以放一个商品也可以放一

套商品。

优点是可以售卖各种商品（没有包

装的、形状不固定的、尺寸比较大的、

成套的套餐组合等等），建构简单制造

成本低。缺点是容纳的商品数量少、空

间利用率低。

京东便利店使用新型智能微超自动

售货机，贩卖产品形式更加多样

京东便利店推出了新型的无人零售

机，相当于一个“微型京东便利店”，

与传统自动售货机的运行模式具有较大

差异。货柜每行的商品间隔可以调节，

对于贩卖的商品几乎没有限制要求。

补货简单，只需要将商品紧密摆放

在货道上即可；机械手与推杆配合取货

的模式更加精准、不会卡货；商品紧密

相连，货柜空间使用率高。

阿里小卖柜为线下零售带来四大突

破

基于 316L ～ 830L 的多容积段和

常温柜、低温柜等 8 种柜体形态，小卖

柜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水果、酸奶、下午

茶等多类型生鲜鲜食，并支持全品类商

品销售。消费者只需使用手机扫码即可

开门，开门后自由选购商品，挑选完商

品之后关门即走。小卖柜的 AI 系统会

自动识别用户选择的商品种类和数量，

自动结算，免密支付，非常方便。多次

使用小卖柜，还会提升使用者支付宝的

芝麻信用分。

小卖柜为每个商品都贴上了各种维

度的实时数据标签，对商品进行了画像，

为未来商品的选择与规划打造了强大可

靠的模型。

通过实时在线的商品数据，小卖柜

不仅仅可以零盗损，以往保质期过期等

原因导致的货损率也得到了大幅降低。

小卖柜建立了完善的智能补货系统，通

过对设备补货量、补货的频率、补货的

速度、前置仓与中央仓调拨、多级动态

库存策略进行协同管理，精细化控制库

存 , 从此不再盲补货。此外，系统还可

将物流计划与需求计划和供应计划形成

无缝协同和对接。据了解，在理想情况

下，3 个人就可以完成 100 个设备的日

常运营。

与小卖柜类似的还有：深兰科技发

布基于机器视觉的小兰冰柜。

国外的自动售货机以硬币支付为

主，中国凭借独步全球的移动支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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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动售货机数量 自动售货机数量国际比较

2016 年日本各类型自动售货机数量和年销售额

数量（万台） 金额（亿日元） 单台年销售额（日元）

饮料自动售货机（软饮料、牛奶、酒精啤酒等） 247.46 20298.02 820254.58

食品自动售货机（方便面、冰淇淋、零食等） 6.94 541.32 780000

香烟自动售货机 19.33 2093.56 1083062.6

票务类和自动售货机（机票、饭票等） 5.02 18268.15 36390733.07

日用品杂货类自动售货机（报纸、卡等） 86.11 4707.299 546661.13

自动服务机 129.28 1452 112314.36

总计 494.14 47360.35 958439.86

日本饮料公司运营的饮料机数量和市场份额

运营数量（万台） 饮料机市场份额 饮料市场占有率

可口可乐 100 38.6% 28.4%

三得利 48 18.5% 19.8%

DYDO 28 10.8% 3.6%

朝日·可尔必斯 27 10.4% 11.8%

麒麟 24 9.3% 9.7%

伊藤园 25 5.8% 10.5%

大塚 10 3.9% 3.8%

总计 252 97.3%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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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售货机实现了弯道超车，制造出

功能更加复杂的机器，而且成为智能化

和信息化的终端。

智能化主要是自动售货机上搭载的

智能联网系统和显示屏，除了上述提到

的管理优点。用户也能通过 APP 查询

附件售货机的位置并直接购买。智能售

货机搭载的显示屏，可交换改善用户体

验，同时拓宽了售货机的广告价值。自

动售货机点位分布在人流量大的区域，

是天然的广告位资源，显示屏广告挖掘

了线下流量的价值，拓宽了自动售货机

各省人均 GDP 及中国自动售货机分布

场景分析：不同使用年限、租金下的日销售额盈亏平衡点（元）

6 7 8 8 9 9 10 11 11 12 12

2000 66 63 60 55 51 49 48 46 45 44 43

4000 86 82 79 74 71 69 67 66 65 64 63

6000 106 102 99 94 90 89 87 86 85 84 83

8000 126 122 119 114 110 109 107 106 105 104 103

10000 146 142 139 134 130 128 127 126 124 123 122

12000 165 162 159 154 150 148 147 146 144 143 142

14000 185 182 179 174 170 168 167 165 164 163 162

16000 205 201 198 193 190 188 187 185 184 183 182

18000 225 221 218 213 209 208 206 205 204 203 202

2000 245 241 238 233 229 228 226 225 224 223 222

年租金
（元）

使用年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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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盈利模式。

自动售货机国内外的市场情况如

何？

根据 2016 年各国的自动售货机数

据，日本大约 500 万台，自 2006 峰

值 550 万台之后一直缓慢下降。美国

的保有量大约是 500 万台，也有数据

称 2013 年曾经达到 650 万台，欧洲估

计是 380 万台，中国是 20 万台左右。

2019 年最新的数据还没有公布，有可

能在 30 万台左右。

日本是全球无人售货机应用最成

熟、销售量最多的国家。据该国相关协

会数据，2016 年，日本共有 494 万台

自助售货机，约合 26 人一台，实现销

售约 2930 亿元人民币，其中 90% 的

自助售货机来自于品牌商自营，例如可

口可乐、三得利、DYDO、朝日、麒麟、

伊藤园和大塚等，其中饮料和非饮料的

机器大约各占一半。

而在中国，2016 年自助售货机数

量比较公认的数字仅约为 23 万台，约

合 6500 人一台。根据欧美日等发达国

家经验，当一个地区的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时，就意味人力成本和租金压

自动售货机产业链

中国无人零售产业链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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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很大，这时自动贩卖机的需求就会

大幅增加。按照这个规律，天津、北京、

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福建、广

东和山东已经突破了人均 GDP1 万美

元的标准，无人售货机的投放量也印证

了这一规律的有效性。根据中金公司基

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的自动

售货机投放量是长三角 32.5%，珠三

角 26.8%，环渤海 20.2%，其他地区

20.5%。

目前自动售货机的产业链的商业

模式是怎样的？

无人零售是和超市、便利店进行竞

争，后者的人均销售额、坪效（销售额

除以门店营业面积）都在呈现下降趋势。

自动售货机产业链和传统的略有不同，

其中上游是自动售货机销售货物供应

商，主要进行货源品类的提供，以快消

品和标品为主；中游主要涉及到渠道和

点位布局，其中包括自营和加盟两种模

式，主要在市场中布设点位，为消费者

提供货物或其他服务，也包括全机身、

屏幕、货道等途径的服务广告，这是自

动售货机的另一大收入来源；下游主要

是受众群体，以消费者和广告商为主。

目前而言，各方力量看重该市场，

纷纷布局，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安全性超

高的金融机器而言，自动售货机准入门

槛和技术壁垒较低，不受空间限制，选

址灵活，占地面积一般小于 10 平米，

没有违建风险，可以做到高密度布点，

个人投资者只要能拿到地段就能投资，

就能租赁类似于友宝的第三方运营的服

务赚钱。

钣金企业在产业链中提供自动售货

机的制造和部分设计、安装和售后维护

服务，所需要的技术和之前生产安检、

金融机器已经有很多大的重叠，无非是

要增加冷藏、保温、移动支付等模块，

解决货物的卡顿问题，基本不存在技术

难点。

目前自动售货机行业有哪些主要

的参与者？

目前在无人售货机行业核心是运营

商，他们要么原本就是制造商转型兼运

营，如目前业内第一龙头企业北京的友

宝在线，要么是饮料巨头如农夫山泉和

娃哈哈投资的宗盛智能，要么是第三方

运营上海米源、广州富宏、苏州乐美、

自动售货机行业主要参与者

公司名称 logo 类型 介绍

友宝在线 自动售货机运营商
智能售货机运营商，2017 年上半年全国运营 6.2 万台自动售货机，行业市场率第一，智慧系

统全行业技术领先，逐步拓展业态

富士冰山 自动售货机制造商
富士电机与大冷股份与 2003 年合资成立，在中国累计销售的自动售货机超过 10 万台，自动

售货机制造业龙头

上海米源 自动售货机运营商
成立于 2003 年，自动售货机管理公司，在全国 100 个城市运营 2 万台自动售货机，公司在

饮料等品类上拥有自主品牌

广州富宏 自动售货机运营商 成立于 2002 年，自动售货机运营网络覆盖全国，主要销售品类为饮料，休闲食品，方便食品

宗盛智能 饮料企业直营 成立于 2016 年，由宗庆后、总泽联手投资设立，构建娃哈哈专属自动售货机渠道网络

部分自动售货机制造商可实现产能

情况（2018 年预计的数据）

厂商名称 年产能 / 产能（台）

新北洋 20 万（产能）

大连富士冰山 15 万（产能）

澳柯玛 2 万（产能）

青岛易触数码 3 万（产能）

湖南中谷科技 6 万（出货量）

湖南中吉科技 3.6 万（出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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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海之星，要么就是新加盟的互联

网巨头阿里、京东，要么是原来的超市

和便利店扩展业务，如联华等。还有就

是专注制造自动售货机的制造商如新北

洋、富士冰山、中谷科技、中吉科技、

澳柯玛和青岛易触数码，以及不计其数

的为这些企业进行代工的钣金企业。其

中富士冰山和新北洋占据制造商的前两

名。

无人售货机行业的难点是什么？

无人售货对点位布局、运营能力以

及成本控制的要求很高，能否真的实现

智能化管理，还有待观察，毕竟中国地

域辽阔，消费人群、习惯和能力各不相

同。自动售货机对于运营能力和现金流

强度要求较高，其中包含机器制造成本、

市场投放的相关入场费和准许费用，具

体运营中包括运维费、电费、市场费用

等。

对于阿里、京东、娃哈哈、可口可

乐这样的大卖家而言，可以运用自己的

人员和大数据来实现优化管理，对于小

规模租赁无人售货机的商家而言，如

何保证运营商尽心尽力维护机器还很难

说，如果小商家自行维护补货，那么人

力成本也要随之考虑进来。

在点位布局端，人流量和消费习惯

是基础，规避周边同类竞品、寻求人流

量大的点位是关键，借鉴智慧物流柜的

经验，随着竞争激烈，物业对进场费节

节提高，侵蚀了物流柜运营商的利润；

类似的困境对于无人售货机也会存在，

好地段的竞争会加剧，而在治安和人员

素质欠佳的城市，柜机的损耗也是不容

忽视的成本，不同地域的温度、湿度和

风吹日晒雨淋的天气因素对售货机的质

量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其次自动售货机业务模式上仍属于

快消品零售行业，特点是资产投资重和

利润相对较低，对于运维能力和供应能

力要求略高，要真正地把上述介绍小卖

柜的智能化特点发挥出来，才能形成持

续的优势；最后身处零售行业，高坪效

的实现是最主要的目标，目前的坪效数

据佐证，自动售货机优势还比较明显，

这可能得益于目前布点主要是在人流最

旺盛的地段。

总体而言，效果上看自动售货机的

坪效较高，效率上看高于无人便利店， 

目前自动售货机总收入的 20% 来自广

告收入。

2017 年中国自动售货机使用情况及分布场所

传统的自动售货机坪效已达到 6 万元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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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友宝的营业收入可分为三

类：商品销售收入、自动售货机机具

销售及租赁收入、广告收入。2017 年

底，友宝已经覆盖了 300 多个城市，

在线运营机器号称有 10 万台，日均交

易量超过 300 万次。2018 年上半年

友宝实现营收 11.41 亿元，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13.09%；归母净利润为

8604.85 万元， 同比增长 12.17%；

毛利率为 54.24%，较 2017 年同期的

52.49%，略有增长。 此外，以生鲜鲜

食为特色，支持全品类商品销售，拥有

智能防盗和用户行为追踪的智能售货机

魔盒 CITYBOX 目前也开始在全国多个

城市进行拓展，发展前景可观。

中国的无人售货机市场空间有多

大？

如果以 2 万元一台测算（友宝向

钣金企业采购均价是 2 万，然后加价

15% ～ 20% 出售），100 万台就是

200 亿的市场。据阿里及一些金融机

构预测，2020 年，保有量有可能突破

100 万，最高达到 140 万。根据娃哈

哈旗下宗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宗泽后介绍：“宗盛科技已经在中国投

放了 1.8 万多台自动售货机，2018 年

将布置 5 万台，并且以后会在中国大约

3000 个县城里，每个区县布置 50 台”，

那么建立成熟终端销售网络的娃哈哈旗

下公司将布置 21.8 万台自动售货机。

根据尼尔森的数据，娃哈哈在中国

饮料市场市场份额 8.6%，假设未来饮

料市场内饮料厂商的市场份额保持不

变，所有饮料厂商都将按照这样的计划

铺设自动售货机，所以未来中国的饮料

自动售货机将达到 253 万台。

日本的饮料售货机和非饮料自动售

货机二分天下，假设中国的自动售货机

也将是饮料和非饮料二分天下的格局，

则中国自动售货机的市场空间为 506 万

台。还有更乐观的数据认为，中国的市

场容量可能高达 1000 万台。

目前在行业风口启动的中前期，介

入的钣金企业还不是很多，价格和账期

有一定的谈判空间，一旦大量涌入，下

游运营商又将大量压价，并且占用货款，

将又是一片红海。

日本自动售货机从初期发展到成熟

总共花了十年，按照中国的自动售货

机数量为 506 万台的数字来计算，以

2016 年中国自动售货机 20 万台保有量

为基数预测，自动售货机未来十年的复

合增长率 30% 以上，是不折不扣的风

口行业。

友宝各模式销售额（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