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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生鲜电商处于高速发展期，不断有创新模式涌现及新玩家入局

未来1-2年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洗牌期，供应链能力是企业突围制胜的关键

中国生鲜电商整体市场头部效应明显，垂直市场向头部玩家加速集聚
SMS

发展现状

竞争格局

趋势展望

•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迅速，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突破2000亿元，艾瑞预计，未来3年，中国

生鲜电商行业仍会保持年均35%的增长率。

• 目前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期，多业态并存，其中前置仓模式持续火热，新零售、社区拼团等新模

式不断入局。

• 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CR5占比63.1%，集中度较高，头部效应明显。

• 2018年中国垂直生鲜电商市场CR5占比37.6%，较上一年增加了12.5%，市场集中度快速提升，垂直生鲜

电商市场已呈现出向头部集聚的趋势。

• 随着赛道玩家的增多以及巨头布局的扩大，生鲜电商行业竞争将持续升级，同时也将推动原有的行业格局加

速洗牌。“供应链管理”作为生鲜电商最重要的一环，是企业在混战中突围制胜的关键，在生鲜供应链中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追踪用户行为、精准预测市场需求、把控生鲜产品质量，以及通

过向生产端延伸，以缩短供应链条、降低运营成本是提高供应链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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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说明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到家”模式生鲜电商
生鲜电商通过在社区周边设置前置仓或者与线下商超、零售店和便利店等合作，覆盖周边1-3公里内的消费者，消费APP下

单后，通过物流配送，在1小时内快速把生鲜产品配送给消费者，例如每日优鲜、京东到家、叮咚买菜等。

 “到店+到家”模式生鲜电商
生鲜电商在社区周边开设门店，以门店为中心服务周边1-3 公里的用户，用户既可以到店消费，也可以在APP下单后，平

台提供1小时内送货到家服务，平台所开设的门店既开门营业，又承担线上仓储配送功能，如盒马鲜生、7 Fresh等。

 传统生鲜电商
指的是利用互联网将生鲜产品通过电商大仓和分仓等传统快递方式配送给消费者，一般为用户下单后，1-2天送达，例如天

猫生鲜、京东生鲜、天天果园等。

本报告主要研究对象为B2C生鲜电商，生鲜品类的B2B交易不包含在研究范围内。

概念界定

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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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历程
生鲜电商处于模式探索和高速发展期，市场竞争进入新格局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早期以地域性垂直类生鲜平台为主，随后，生鲜电商受到资本方的关注，同时电商巨头纷纷入局，

行业快速发展，但由于生鲜电商面临高昂的物流成本及运营成本，部分中小型生鲜电商企业倒闭或被并购。现阶段，生鲜

电商仍处于模式探索和高速发展期，尚未出现成熟的盈利模式，随着前置仓模式的持续火热，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

模式、社区拼团等新模式入局，生鲜市场的新一轮混战已然开始。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历程

萌芽期 探索期 发展期

以地域性垂直类生鲜
平台为主

电商巨头纷纷入局
出现前置仓模式

生鲜新零售模式爆发

代表企业 本来生活、天天果园 天猫生鲜、京东生鲜
每日优鲜

盒马鲜生、超级物种、7 FRESH、
每日优鲜

每日优鲜、叮咚买菜
你我您、食享会

发展特点

主要商业模式

物流配送

本地垂直类生鲜电商相继
出现，受限于消费市场和
互联网技术等，发展较为
缓慢。

城市中心仓模式

当天下单，次日达

生鲜电商市场受到资本方的
高度关注，同时阿里、京东
等电商巨头纷纷入局，生鲜
电商市场高速发展，出现以
每日优鲜为代表的前置仓模
式。

当天下单，当日达或次日达
下单后2小时达

城市中心仓模式、
前置仓模式

主要以水果为主，蔬菜、
肉禽蛋等尚未涉及品类需求

主要以水果为主，肉禽蛋、
水产海鲜等品类逐渐扩充，
鲜少涉及蔬菜

部分中小型生鲜电商企业倒闭
或并购，行业洗牌初步完成，
巨头不断加码冷链和生鲜供应
链投资，布局新零售创新模式，
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

城市中心仓模式、前置仓模式、
前店后仓模式

水果，蔬菜、肉禽蛋、水产
海鲜等全品类

下单后1小时达/半小时内送达

城市中心仓模式、前置仓模式、
前仓后店模式

水果，蔬菜、肉禽蛋、水
产海鲜等全品类

下单后1小时达/半小时内达
当日下单，次日送达

市场细分明显：前置仓模式主要集
中于一二线发达城市，覆盖人群对
时效性和产品品质要求较高。社区
拼团模式布局低线级城市，覆盖人
群对价格敏感度高，时效性要求低。

前置仓模式继续领跑
出现社区拼团等新模式



6©2019.6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融资情况
市场回暖，生鲜电商深受资本追捧
生鲜电商作为电商品类中的后起之秀，一直备受资本市场关注。随着“生鲜”在电商领域中热度的持续升温，多家生鲜电

商企业得到资本投资，新的生鲜垂直电商平台不断涌现，但好景不长，很多初创型生鲜电商企业由于存在供应链、烧钱补

贴等问题，面临倒闭、被并购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定数量的“明星生鲜电商企业”。近两年来，生鲜电商行

业发展日趋理性，融资事件数量相对较少，但融资金额较大，资本向头部企业集中的特点愈发明显。

来源：IT桔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014-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融资情况

生鲜电商平台 融资时间 轮次 金额

每日优鲜 2018年9月 战略投资 4.5亿美元

生鲜传奇 2018年10月 B轮 3亿美元

每日一淘

2018年11月 B轮 1亿美元

2018年7月 A轮 3000万美元

食享会

2018年12月 B轮 3000万美元

2018年8月 A轮 1亿元

十荟团 2018年8月 天使轮 1亿元

2018中国部分生鲜电商融资事件

23 

76 

59 

38 34 

14.9 

40.1 

81.8 
54.6 57.7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融资数量 融资金额（亿元）



7©2019.6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19.6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生鲜供应链上游：农产品采购
生产的标准化和集约化程度提升为生鲜电商规模采购提供基础
以前我国农业以个体“小农”生产为主，生产源头农户较为分散，各地生鲜品种、质量、价格不统一，农产品品质缺乏标

准。随着我国耕地流转规模的不断加大，以及经济发展日趋活跃，我国农业经营单位蓬勃发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

显示，2016年末，全国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农业经营单位204万个，较2006年增长了417.4%。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数据，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也在稳步提升。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的增加，我国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农产品的标准化、集约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为生鲜电商规模采购提

供了基础。

注释：农业经营单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普查港澳台）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为主的法人单位和未注册单位，以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或未注册单
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
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注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
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39.5

204

2006 2016
农业经营单位（万）

2006年、2016年中国农业经营单位数量

占全国实际耕地耕种面积
的比重为11.6%

129.9 
147.9 

179.4 
201.7 

217.3 

13.9%
21.3%

12.4% 7.7%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万户） 增长率（%）

2014-2018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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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供应链中游：冷链物流运输
冷链物流技术升级保障生鲜产品品质安全
作为生鲜产品和消费者的链接，冷链物流生鲜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冷链物流包括预冷、冷藏、运输、销售等环节，每个

环节都是涉及到不同的冷链装备以及相应的冷链技术，并且不同的环节之间需要无缝对接，以控制全流程流通的品质。随

着生鲜电商市场的兴起，以及物流科技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冷链技术也在发展和升级。未来随着物联网、区块链、RFIF、

智能化温控等前沿技术在冷链物流中推广和应用进一步深入，冷链溯源与全程监控等技术逐步形成，将更加有效的保证在

冷链运输过程中生鲜产品的品质安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农产品生产 产地仓

• 果蔬预冷
• 初加工、分级、

打包
• 装箱、集货

冷藏运输

• 低温干/支线
运输

区域仓配中心

• 拆包、质检、
短存、包装、
组单、集发

前置仓

超市/便利店

• 短存、简装、
最后一公里配
送

低温宅配

1小时
内送达

消费者

主要过程

全程温控运输，对农产品链进行全程实时动态监控（RFID、GPS、GIS、GPRS车载货物追踪系统）
技术
升级

2019年中国生鲜电商冷链运输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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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供应链下游：C端消费者配送
大数据与迅速扩张的社区布局，助力末端配送离消费者更近
生鲜产品是具有即时性需求的非标品，其本身具有易损耗、低保质的特性。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即时性消费需求以及

减少生鲜产品的损耗程度，众多生鲜电商纷纷在社区布局前置仓与线下门店，覆盖其周边1-3公里内的消费人群，缩短配

送距离的同时，也为提高时效奠定基础。此外，在大数据时代下，生鲜电商可根据用户的消费数据、社区用户画像，进行

选品优化，精准预估客户采购量，以减少损耗，提高库存周转；在末端配送时，通过线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最优路线匹

配和最优区域派单，提高配送效率。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9年中国生鲜电商企业配送模式

原产地

城批市场

品牌供应商

区域仓储中心

社区前置仓

线下门店

最后一公里配送
1小时内送达

冷链配送
当天/隔天送达

精准预估客户
采购量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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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 2018.3 2018.5 2018.7 2018.9 2018.11

A企业 B企业 C企业 D企业

需求端：消费群体及消费习惯变迁
消费升级和线上购买习惯的养成，促进生鲜电商发展
艾瑞Usertracker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用户使用生鲜电商平台的次数显著增加，线上购买生鲜的方式愈发受到消费

者的欢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我国消费群体逐渐发生变化，现阶段80、90后成为了消费的中坚力量，其消费

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们更有意愿去提升个人的消费水平，并且他们对于品质、体验的标准越来越高。未来，随着移动

用户规模、移动网购渗透率的持续增加以及线上购买生鲜观念愈发普遍，消费者对线上购买生鲜的需求将不断扩大。

注释：上述图表选取四家国内典型生鲜电商企业作为示例，数据选取时间为2018年1月-

2018年12月。
来源：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样本：N=1001，于2019年4月通过iClick网络调研获得。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9年中国用户网购生鲜产品时看重的
因素

2018年中国典型生鲜电商企业用户月度总
使用次数分布

0.1%

9.9%

14.9%

16.2%

17.7%

28.1%

34.6%

36.5%

37.2%

49.3%

55.7%

其他

包装

品类

产地

购买便捷性

口碑

价格

品牌

口味

品质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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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行业产业图谱

注释：图示仅为示意图，未将所有企业LOGO列入其中。
来源：综合公开资料与企业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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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电商

传统生鲜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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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市场的产品结构
高频刚需，“买菜”成互联网新入口
因水果更容易运输存储等因素，多数生鲜电商以水果为切入口，生鲜电商市场中水果为主要品类，蔬菜、水产品等品类占

比相对较少。随着用户互联网购物的习惯养成以及对即时消费需求的增加，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一日三餐食材，蔬菜因其具

有刚需、高频和高毛利等特点，成为生鲜电商的新入口，蔬菜在生鲜电商产品品类中占比有所增加。当下，阿里、京东、

美团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买菜业务”，同时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平台备受关注，资本也向买菜倾注了更多注意力。

但“互联网买菜”有着供应链条复杂、履约成本较高等难题，是否为“生鲜电商新风口”仍待考量。

注释：各生鲜品类毛利率来源于中国零售网，各品类批发价为农产品B2B平台“一亩田”2019年5月19日的价格，零售价为典型生鲜电商平台2019年5月19日的价格；平均购买频次
为艾瑞于2017年12月调研所得，样本量为1507。
来源：中国零售网，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蔬菜 水果 肉禽蛋 熟食烘焙 水产品

需求程度 高频需求 高频需求 中频需求 中频需求 中频需求

网购平均每
周购买频次

2.08 1.77 1.58 1.39 1.38

毛利率 15% 20% 5%-15% 25% 20%

损耗率 3%-4% 4-5% 1.5%-4% 4-5% 3%

代表品类 菠菜 西红柿 橙子 西瓜 土鸡蛋 猪肉 火腿、面包 鲜虾

批发价
0.5-2元/

斤
1.0-2.8
元/斤

1.3-4.5元/
斤

1.0-2.1
元/斤

0.65-2元/
个

10-20元/斤 —— 18-30元/斤

生鲜电商平
台零售价

2.4-7元/
斤

3.3-6.9
元/斤

5.5-11.5
元/斤

3.2-8.
3元/斤

0.6-2
元/个

10.9-26元/
斤

—— 23-30元/斤

提价幅度
250%-
380%

146%-
230%

155%-
230%

220%-
330%

0-20% 9%-30% ——
27.8%-
66.7%

2019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典型产品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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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分类1：传统 VS 新型
行业处于春秋时期，多种商业模式并存
生鲜作为复购率高、市场空间大的品类，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吸引了众多玩家投身其中，作为渗透率低、市场潜力巨大的生

鲜电商行业竞争更为激烈，整体来看，行业处于春秋时期。现阶段，在生鲜电商这条赛道上，除传统生鲜电商外，前置仓、

“超市+餐饮”、社区拼团等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割据一方。从目前的格局来看，还没有模式能够真正“称霸”生鲜电商

市场，2019年生鲜电商多种商业模式并存的格局仍将继续。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传统生鲜电商

新型生鲜电商：距离消费者越来越近

到家
到店+到家 社区拼团模式

平台模式 自营前置仓模式

模式简介
通过互联网将生鲜产品通过自
建物流或者第三方物流方式直

接配送给消费者

平台过与线下商超、零售
店和便利店等合作，为消

费者提供到家服务

在离用户最近的地方布局集仓
储、分拣、配送于一体的仓储
点，缩短配送链条，降低电商

配送成本

到店消费+线上购物+即
时配送，提供线上线下

一体化消费体验

团购平台提供产品供应链物
流及售后支持，团长负责社
群运营，用户在社区自提商

品

布局城市 全国布局 一二线城市为主 一二线城市为主 一二线城市为主 二三四线城市

覆盖范围 >10公里 1-3公里 1-3公里 1-3公里 500米-1公里

配送时长 1-2天 1-2个小时 1小时内 30分钟 1-2天

优势
因早期培养的用户习惯，获客
成本低；具有较强的品牌优势

和诚信力

分布在用户周边，满足即
时性需求

分布在用户周边，提升配送时
效，前置仓模式也可减少产品
损耗，降低冷链交付成本

为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
一体化体验、线上加工
制作可有效降低损腐

获客成本低、轻运营模式易
于规模化扩张

不足
配送时间较长，商品损耗率高；

对资金链强度依赖
与线下商家合作，无法把

控产品质量
供应链、仓储前期投入较大

模式过重，门店及人力
成本增加

平台商品丰富程度受限、缺
乏完善的团长管理经验

代表企业
天猫生鲜、京东生鲜、天天果

园
京东到家、美团、饿了么 每日优鲜、叮咚买菜 盒马鲜生、7 Fresh 兴盛优选、食享会

2019年中国生鲜电商商业模式分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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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分类2：综合 VS 垂直
综合生鲜电商布局广泛，垂直生鲜电商深耕细作
总体而言，我国生鲜电商模式可分为综合类生鲜电商和垂直类生鲜电商，两种模式各有优劣。综合电商模式有其规模经营、

高市场份额和品牌效应带来的先发优势，并且有其他品类做支撑，导流较为容易。垂直生鲜电商专注做生鲜领域，更关注

细分领域，对供应链把控能力较强，配送效率较高，消费者体验相对较好。

注释：综合生鲜电商、垂直生鲜电商根据平台属性划分，综合生鲜电商如天猫生鲜、京东生鲜；垂直生鲜电商指专注做生鲜产品的电商，如天天果园。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综合生鲜电商 垂直生鲜电商

模式简介
综合电商平台开设生鲜频道，传统网购的点
对点模式，通常采用第三方商家入驻+平台

自营。

深耕生鲜产品领域，主要分为企业自行采购货物进行销售或者提供线
上平台，商家入驻两种模式。

产品品类 全品类 多/全品类，向全品类扩充

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距离消费者越来越近，大部分生鲜电商可覆盖社区周边5公里内范围的消费者

配送时长 配送效率快速提升，大部分生鲜电商可实现2小时内将生鲜产品配送给消费者，部分生鲜电商当日或次日送达

优势 流量丰富；早期培养的用户习惯；品牌优势 更关注细分领域，可精准挖掘客户需求

代表企业 天猫生鲜、京东生鲜 每日优鲜、天天果园

2019年中国生鲜电商商业模式分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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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 274.5 497.1 889.2 1308.3 
2045.3 

2888.4 

4040.7 

5508.7 

7054.2 

116.7%
81.1% 78.9%

56.3% 41.2% 39.9% 36.3% 28.1% 28.4%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亿元） 增速（%）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市场规模
生鲜电商市场潜力大，未来仍呈快速增长趋势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迅速，2018年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突破2000亿元。2016-2017年市场虽迎来洗牌期，大量中小

型生鲜电商或倒闭或被并购，市场遇冷；但与此同时，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入局，不断加码供应链及物流等基础建设投资，

并带来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使得生鲜电商市场备受关注，进入2019年以来，生鲜新零售模式逐渐归于“平静”，

从疯狂扩张步入战线收缩调整阶段，与此同时前置仓、社区团购等模式发展较为火热。未来随着生鲜电商模式的成熟、网

购生鲜用户覆盖数量愈发广泛以及技术成熟、生鲜电商供应链的升级，生鲜电商行业仍将保持快速发展。

注释：“生鲜电商交易规模=付费用户数量×笔单价×购买频次”中假设每人每次下单笔数为1笔。
来源：综合公开信息，企业及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2013-2022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及增速

核算逻辑：
生鲜电商交易规模=付费用户数
量×笔单价×购买频次

• 需求端：用户网购生鲜的生

活习惯正在养成，生鲜电商

用户数量和行业渗透率的逐

年提升，驱动生鲜电商市场

规模的增长。

• 供给端：随着物流冷链技术

的提高以及生鲜供应链的升

级，未来生鲜电商行业仍会

保持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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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市场竞争格局（按照商业模式分类2）

整体市场头部效应明显，垂直市场正向头部玩家加速集聚
就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来说，整体集中度较高，头部效应明显。聚焦于垂直生鲜电商市场而言，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垂

直生鲜电商市场CR5占比37.6%，较上一年增加了12.5%，市场集中度快速提升，垂直生鲜电商正在加速向头部平台聚

集。

来源：综合公开信息，企业及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来源：综合公开信息，企业及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集中度 2017-2018年中国垂直生鲜电商市场集中度

2017年

中国垂直生鲜电商CR5

25.1% 37.6%

2018年

中国垂直生鲜电商CR5

CR5

63.1%

其他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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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4%

19.6%

20.1%

28.6%

15.1%

每年1-5次

每月1次

每月2-3次

每周1次

每周2-3次

每周4次及以上

中国生鲜电商用户消费现状
网购生鲜的习惯已经养成，超6成用户网购生鲜每周1次以上
从消费端来看，中国消费者网购生鲜的习惯已经养成，调研数据显示，每周购买1次以上的生鲜网购用户占比达63.8%，其

中每周购买2-3次的用户占比为28.6%。从购买生鲜品类来看，72.0%的用户网购蔬菜的频次在每周1次以上，远高于整体

购买生鲜频次。

样本：N=1507。
来源：艾瑞咨询《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消费洞察报告》。

2018年中国生鲜网购用户购买频次

5.0%

7.8%

15.1%

28.5%

29.5%

14.0%

每年1-5次

每月1次

每月2-3次

每周1次

每周2-3次

每周4次及以上

2018年中国生鲜网购用户购买蔬菜频次

63.8%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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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背景 1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现状 2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典型企业发展案例 3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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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前置仓+到家模式：每日优鲜
模式创新、资本加持下，迅速成长的生鲜电商独角兽
作为“城市分选中心+前置仓”模式的首创者，每日优鲜自成立以来频获资本加持，成立后短短三年期间，迅速成长为10 

亿美元估值的行业独角兽，并于2017年8月，实现一线城市整体盈利。目前，每日优鲜已完成水果、蔬菜、肉蛋、水产、

乳品、零食、速食、饮品、轻食、粮油、日百等全品类生鲜布局和商品精选，并在全国20个主要城市建立起“城市分选中

心+社区前置仓”的极速达冷链物流体系，提供全球优质生鲜1小时送达服务，截至目前每日优鲜在全国开设有1500多个前

置仓，每个前置仓覆盖周边半径1-3公里。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体，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每日优鲜“城市分选中心+前置仓”模式

原产地/城批市场

上游采购

产地直采

全球产地直采，规模采购、精简流通链条

从源头审核商品、供应商资质，保证产品质量

城市分选中心

冷链运输

拆包、质检、加工、短存、
包装、组单、集发

前置仓
覆盖1-3公里社区

短存、质检、简装、最后一公里配送

自建物流配送

配送到家

消费者

1小时内送达

目前全国布局1500+个前置仓，覆盖20个城市

大数据技术赋能
仓储与配送自动化管理

精准预测每个前置仓每天对每个蔬菜商品的需求量，智能补货

根据人、货、场的特征，指导营销活动策划

2014.12

获光信资本500万美元
种子轮融资 2015.5

获光信资本、腾讯
1000万美元A轮融
资

2015.11

再获腾讯领投2亿元B轮
融资 2016.4

获得远翼投资、华创资
本2.3亿元B+轮融资

2017.1

完成C轮1亿美元融资，联想
创投、浙商创投领投，腾讯、
远翼资本、华创资本等跟投 2017.3

C+轮融资2.3亿美元，
老虎基金、元生资本领
投，时代资本跟投

2017.8

实现一线城市整体盈利 2018.9

完成4.5亿美元新一轮融资，
高盛、腾讯、时代资本、
Davis Selected Advisers领投

每日
优鲜
融资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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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前置仓+到家模式：每日优鲜
凭借精选优品+会员制+前置仓三大核心优势、高用户覆盖率领
跑生鲜电商行业
数据显示，每日优鲜用户规模快速增长，凭借高用户覆盖率领跑生鲜电商行业。每日优鲜具备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在物

流配送方面，每日优鲜率先跑通了前置仓模式，通过集约化方式将产品从城市分选中心配送至前置仓转“冷库”保鲜，再

进行1-3km短距离配送，1小时快速送达给用户；第二，每日优鲜采用全品类精选的模式，为用户挑选出优质产品，满足主

流消费者习惯，提高了决策及购买效率。第三，每日优鲜以会员制、较高的会员特权维持用户的稳定性，并通过社交化分

享促进用户的黏性，同时会员制也有助于收集消费者偏好，精准用户画像，实现更有效的营销推广。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注释：数据选取时间为2019年1月-2019年4月。
来源：每日优鲜运营数据，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019年1-4月每日优鲜MAU每日优鲜的三大核心优势

01 每日优鲜率先跑通了前置仓模式，在主要城市建立起
“城市分选中心+社区前置仓”的冷链物流体系，降低
成本，提高物流配送时效，保障产品的品质。

物流：前置仓模式提升配送效率，保障
产品品质

02 每日优鲜采用水果、蔬菜、肉蛋、水产等”全品类精
选”的模式，为客户精挑细选出优质产品，符合年轻用
户想要快速买到优质商品的观念，降低了选择成本，提
高了决策及购买效率。

商品：全品类精选商品，满足主流消费
者习惯

03

运营：社交化会员制运营，强化用户
黏性
每日优鲜以会员制、较高的会员特权来维持用户的稳定
性，基于社交平台的社交化分享促进用户粘性；并借助
会员制度，有助于收集消费者偏好，精准用户画像，实
现更有效的营销推广。

560.9
501.0

711.4
764.5

0

2019.1 2019.2 2019.3 2019.4

MAU（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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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APP前置仓模式：叮咚买菜
深耕上海市场，专注社区，全品类生鲜高效配送到家
叮咚买菜成立于2017年5月，是专注于前置仓模式的社区生鲜电商。叮咚买菜定位家庭买菜业务，以上海为核心城市，围

绕一日三餐生活场景，以高频刚性的生鲜产品为主要运营品类，利用前置仓为消费者提供便捷、新鲜的生鲜到家服务。叮

咚买菜的发展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产品品类丰富，目前叮咚买菜单仓sku约1700个，以蔬菜为主，涵盖水果、海鲜

水产等生鲜全品类，为消费者提供做饭所需产品的一站式购物；二是高效配送到家，叮咚买菜将前置仓建在社区周围1公

里内，并采用“0元起送+0元配送”模式，用户下单后29分钟内送达；三是全链路进行产品品控，从采购到运输再到配送

给用户，叮咚买菜“7+1”品控流程全链路对生鲜产品进行品控管理，可有效的保障产品品质，提高用户体验。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叮咚买菜的商业模式

基地
直采

城批
采购

品牌供
应商

城市中心仓

前置仓
社区周围1公里内，

覆盖3万用户

用户自建物流配送

29分钟内
送达

对生鲜产品进行全链路品控

用
户
画
像

智
能
推
荐

用户订单量预测，精准备货量

智能调
度，骑行
路径优化

大数据

产品品类丰富

叮咚买菜单仓SKU约1700
个，涵盖蔬菜、水果、肉禽
蛋、海鲜水产等全生产品类。

高效配送到家

叮咚买菜采取分布式仓储，前
置仓建在社区周围一公里，0
元起送0元配送，用户下单后
29分钟内送达。

全流程品控

叮咚买菜从源头采购、产品验
收入库、加工包装、分拣、配
送全链路进行产品品控管理，
保证产品品质。

叮咚
买菜
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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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拼团模式：食享会
布局低线城市，依托小程序，以宝妈+线上社群为核心拉新获客
食享会成立于2017年12月，由生鲜品类切入“家庭消费场景”是基于社区拼团模式的生鲜电商。社区拼团模式即以社区为

中心，由团长线上建立社群，团长每天在微信群推送8-10款商品进行预售，所有订单集中成为一个大订单，由供应商发货

直接配送到小区，然后由团长分发到小区消费者手中。截至2019年1月，食享会的销售网络已布局了以长三角为主、覆盖

全国15省45个城市近2万个小区，拥有团长近2万人。食享会社区拼团模式的特点主要有三点，第一相较于线上昂贵的流量

成本，社区渠道具有相对较强的流量红利；第二运营模式上省去开店模式的高租金、人力成本，轻运营模式易于规模化复

制；第三，采取“极致单品+预售模式”，通过单品类达到爆品引流的效果，采用预售模式来降低采购成本。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宝妈团长

社区居民
促销活动，售后客服服务

产地直采/品牌供应商
集中采购

（小程序、微信公众号）

食享会的运营模式

1 食享会通过宝妈“团长”作为分销节点进行线上社群
运营维护并负责前端销售、预售的模式来线上统计订
单量，平台将商品配送至团长处，用户自行领取。

团长以宝妈为主 2
食享会利用“极致单品+预售模式”，每天上线8-10
个SKU品类，达到爆品引流的效果，采用预售模式来
降低采购成本。

极致单品+预售模式

3 食享会以社区为线下物理点位，一个宝妈约覆盖

300-500个家庭，可利用熟人关系链降低获客成本。

获客成本低，有流量红利 4
食享会采用纯线上运营，省区开店模式的高租金和高

人力成本，得益于模式轻，可在全国快速扩张和下沉。

轻运营模式，易于规模化复制

食
享
会
模
式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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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背景及驱动因素 1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现状 2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典型企业发展案例 3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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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2年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洗牌期
供应链能力是生鲜电商制胜的关键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随着巨头入局和资本活跃，行业内频频出现新玩家和创新模式。当下，生鲜电商

市场呈现多业态共存的局面，随着赛道玩家的增多以及巨头布局的扩大，生鲜电商行业竞争将持续升级，同时也将推动原

有的行业格局加速洗牌。“供应链管理”作为生鲜电商最重要的一环，是企业在混战中突围制胜的关键，在生鲜供应链中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追踪用户行为、精准预测市场需求、把控生鲜产品质量，以及通过向生产端

延伸，以缩短供应链条、降低运营成本是提高供应链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供应链管理的痛点以及提升供应链管理的途径

供应链管理痛点 提升供应链管理的途径

消费者对生鲜产品品质要求高，但是生鲜产品保质期端、非

标属性较强，且受地域性和季节性限制强，因此，生鲜产品

对供应链管理要求较高。

生鲜产品保质期短、标准化程度低，产品安全难以控制

传统供应链链条较长，中间需要经转产地农贸市场、批发

商、销地批发市场等多个环节，生鲜产品损耗较大。

产品流通链条长，产品损耗大

目前生鲜农产品物流标准化体系建设缓慢，物流设施设备缺乏统一规

范，各流程之间不能有效连接，导致各个物流环节工作量加大，从而

导致物流成本增加。

物流成本高

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追踪生鲜用户消费行为，

精准预测市场需求，控制进货量，提前布局仓储物流，最

大限度减少库存积压，降低仓储成本、缺货率和耗损率。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追踪用户消费行为，
精准预测市场需求

将供应链向生产端上游延伸（如产地直采），不仅可以减

少运输的时间，保证生鲜的品质，利于降低运营成本，提

升整体营收。

将供应链向生产端延伸，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采用由温湿度传感器、RFID、GPS及软件管理系统组成

的智能监控系统，把握实时温湿度，避免货物变质造成

损耗，大幅提升冷链物流配送的效率。

采用智能监控系统，提升冷链物流配送效率，更好的
管理把控生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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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瑞 我们相信数据的力量，专注驱动大数据洞察为企业赋能。

在艾瑞 我们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咨询服务，让您更容易、更快捷的洞察市场、预见未来。

在艾瑞 我们重视人才培养，Keep Learning，坚信只有专业的团队，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在艾瑞 我们专注创新和变革，打破行业边界，探索更多可能。

在艾瑞 我们秉承汇聚智慧、成就价值理念为您赋能。

400-026-2099

扫 描 二 维 码

读 懂 全 行 业

海 量 的 数 据 专 业 的 报 告

我们是艾瑞，我们致敬匠心 始终坚信“工匠精神，持之以恒”，致力于成为您专属的商业决策智囊。

ask@iresearch.com.cn

关于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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