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自动售货机行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

网站网址：http://www.askci.com/reports/    客服热线：400-666-1917

中商产业研究院



自动售货机是能根据投入的钱币自动付货的机器。自动售货机占地体积

小，租金成本低，需要人力较少，满足人们即时便利性消费需求，深受市场欢

迎。2017年，随着“新零售”风潮席卷全国，自动售货机“时来运转”，一跃

成为众多玩家争相追捧的“香饽饽”。企业玩家和公共区域投放的自动售货机

数大增，预计2020年自动售货机投放量将超20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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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自动售货机行业概况 



自动售货机的定义

自动售货机是能根据投入的钱币自动付货

的机器。自动售货机是商业自动化的常用设备，

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能节省人力、方便

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零售形式，又被称为

24小时营业的微型超市。目前国内常见的自动

售货机共分为四种：饮料自动售货机、食品自

动售货机、综合自动售货机、化妆品自动售货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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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的分类

目前国内常见的自动售货机共分为四

种：饮料自动售货机、食品自动售货机、

综合自动售货机、化妆品自动售卖机。随

着其售货智能性越来越高，全球自动售货

机行业发展规模迅速普及。根据商品出货

方式来分，主要有弹簧出货型自动售货机、

升降台出货型自动售货机和机械手推货型

自动售货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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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自动售货
机最为常见的

商品输出方式，
主要是通过货
道弹簧的旋转

来出货。

用于易碎商品
的售卖，可以
与弹簧出货方
式或者机械手
推货方式组合

使用。

依靠货道商品
后面的机械手
推货装置进行

售卖。

自动售货机的分类



销售商品品种丰富

自动售货机涵盖的商品品种非常丰富，主要有饮料，零食，生鲜、成人用品、化妆品、服装、

盒饭这些日常的商品，甚至销售福袋、幸运礼盒。目前，市场还推出热饮类自动售货机、自动榨

汁售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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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盈利模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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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一般投放在地铁、
商场、学校等地区，人流量
大，占地面积小租金低，需
要的人力少，经营者只需要
进行定期补货，商品销售利
润可观。 拥有自动售货机的经营者可

以向其世经营者出租自己的
自动售货机上的货位，从而
收取相应的出售费和上架费，
从而获取利润。

自动售货机的广告主要指屏
幕上的视频广告。视频广告
比电视台的广告费用低廉.且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放。效
果并不比电视广告差。

A

B

商品销售
收入

出售费和
上架费

C
广告
收入



分布集中沿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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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自动售货机主要集中在

沿海区域。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是自动售货机渗透最广、市场发展最

成熟的区域，有60%左右的机器铺设在

这些地区。环渤海地区自动售货机的

数量亦逐步上升，其他区域则存在巨

大的市场开发空间。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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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

20.4%

32.8%

26.9%

自动售货机分布图



02 自动售货机背景分析



房租上涨压缩便利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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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价的上涨，中国整体租金也是不

断增长。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2016

年便利店房租成本上涨7%，2017年房租成

本上升18%。房租上涨这使得便利店的利润

被急剧压缩，不少便利店销售业绩喜人，

却面临给房东打工的窘境。自助售卖机占

地体积小，租金成本低，为自动售货机市

场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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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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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近几年，劳动力人口呈现减少的趋势。2016年15-64岁

劳动人口跌至100246万人，占比跌至72.5%。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用工成本不

断增长。 2017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5761元，较2009年增长151.4%。自动售货

机很少需要人维护，用工成本相对较少。

数据来源： 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技术驱动良好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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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升级和移动支付时代的到来，也

是自动售货机行业开始崛起重要驱动因素。

目前自动售货机应用了移动支付的技术，支

付宝和微信可以瞬间实现快捷支付，消费者短

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消费，非常方便；而智能化

的云管理系统为运营商提供科学、智能化的管

理工具，可以及时掌握售货机的商品情况，并

且能够对消费时段进行分析。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即时便利性消费的需求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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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人均GDP突破

10000美元时，自动售货机的需求将得到激增。

目前中国已有9个省市的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即时便利性消费的

需求在增加，自动售货机的消费环境日益成熟。

从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由于消费习惯不成

熟和运营维护成本等因素制约，自动售货机行业

发展缓慢，设备主要分布在工厂和学校，受众面

较小。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口在不断集

中，适合自动售货机铺设的商场、写字楼、地铁

站等公共空间面积在不断增加。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03 无人零售行业市场现状



自动售货机与无人零售商店，共同构成无人零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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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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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属于无人零售产业。相比于无人零售商店，自动售货机具有商业模式多元化、占

地面积更小、坪效更高的特点。未来，两者将共同构成无人零售生态。



无人零售用户规模稳定增长

目前，中国无人零售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在无人零售店的数量及成熟度方面有所欠缺，用

户进入市场条件还不够完善，故用户规模还没有

实现放量。2017年中国无人零售店用户规模为0.05

亿人，随着店面覆盖率上升而逐渐深入用户群体，

用户规模将持续稳定增长，预计2018年中国无人

零售用户规模将达到0.15亿人，2022年将达到2.4

亿人。

PAGE  18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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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零售市场规模潜力巨大

2017年中国无人零售店交易规模达到100亿

元，伴随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动及电商巨头纷

纷布局，无人零售商店理念的渗透，用户消费习

惯的逐渐养成，无人零售店将实现爆发式增长，

预计2018年无人零售店交易规模将达到330亿元，

增长率为230%，未来五年无人零售商店将会迎来

发展红利期，2020年预计增长率可达6%，至2022

年市场交易额将达0.9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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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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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零售成投资风口

随着传统零售行业面临变革的需求日趋紧迫，

无人零售商店逐渐成为创业者和资本追逐的新风

口。数据显示，2017年新零售投资事件高达172起，

金额高达625亿元。其中无人零售公司高达102家，

投资事件为126起，投资金额43亿元。其中，2017

年中国无人零售领域头部企业活动多轮投资，小

麦铺A轮、A+轮共收获2.45亿元的融资；缤果盒子

获得两轮超6亿元融资。

PAGE  20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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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零售主要投资情况



04 自动售货机行业市场现状



自动售货机市场未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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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动售货机和便利店的比例为 30：1，

2017年中国便利店数量10.6万家，对标美国，

中国自动售货机应为318万台。2017年，自动

售货机投放量仅46万台，自动售卖机市场远未

达到饱和。

2017年，随着“新零售”风潮席卷全国，

自动售货机“时来运转”，从无人问津到风口

浪尖，自动售货机一跃成为众多玩家争相追捧

的“香饽饽”。企业玩家和公共区域投放的自

动售货机数大增，预计2020年自动售货机投放

量将达到230万台。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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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以出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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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20世纪末，自动售货机才引入中国，且主要从日韩进口。经过几十年的概念创新和技术突破，

我国已经成为自动售货机出口大国。出口量由2015年的9699.1万台增至2017年的14976.6台。进口

量也进口金额也不断增长，2017年我国自动售货机进口量为62.46万台，进口金额为6080万美元。



自动售货机销售价格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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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淘宝 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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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自动售货机行业价格整体出现下降趋势，行业产品均价从2009年的2.15万元/台

下跌到2017年的1.3万元/台。自动售货机价格区间较大，买家多偏爱486-1760元价格区间的自动售

货机。此外，1761-12820元价格区间的自动售货机也颇受买家青睐。



饮料商与运营商积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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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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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动售货机下游采购方运营商和饮料商，运营商是目前国内售货机的主要采购方。广告

收入作为运营商的新增盈利点，未来运营商有望通过大规模投放自动售货机，利用规模经济，布

局更多的终端以获得更高的广告收入。目前，饮料企业巨头抢占优质点位资源，积极投放自动售

货机。据悉，娃哈哈3年投资20亿布局10万台自动售货机终端。



自动售货机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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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故障频繁。自动售货机首是一个商
用的智能设备，它直接面对终端客
户。目前，自动售货机质量差次不
齐， 部分产品容易出现故障，出现
投币（扫码）不出货、重复消费等
现象，导致消费者用户体验不佳。

Ø 生鲜产品品质难以保证。部分生鲜
产品（鲜橙、椰子）要求上游严选
食材、完善冷链配送体系，否则产
品易出现变质。



05 自动售货机行业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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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宝

友宝成立于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经营智

能售货机业务，目前已成为中国自动售货机运

营商领导品牌。截至2017年年底，友宝的运营

网络已覆盖300多个城市，在线运营的智能售货

网络终端超过10万台，日均交易量超过300万，

广泛应用在学校、工厂、地铁(交通枢纽)、企事

业单位、医院、商场和旅游景点、商业物业等

各类场所。

除饮料售货机外，2018年友宝推出新款自

助鲜椰贩售机，并与周大福合作，推出珠宝自

动售卖机。友宝的盈利模式可分为商品销售收

入、自动售货机机器销售及租赁收入、广告收

入。
2017.12
入驻日本札幌新千岁机场

2011.2
第一台原型自动售
货机机诞生

2011.6
友宝手机App和友
宝网站上线

2014.9
友宝单月销售破亿

2012.1
首批1000台投入运营

2013.11
铺设超过1.5万台，
开始支持微信支付和
支付宝“方面付”

2015.2
友宝实现跨境合作

2015.1
开放加盟平台

2016.2
新三板上市

友宝发展历程



2018年上半年友宝实现营收11.41亿元，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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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

的52.49%，略有增长。

在智能售货机业务稳步增长和在全国迅速开

展了迷你歌咏亭业务之外，友宝在线仍积极开展

多种新型自助设备的研发和商业思考，对消费模

式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升级，对自助零售的可售

商品、形式、场景进一步补充和扩张，其2018 年

上半年对季节性互补的自助咖啡机业务和自助椰

子机业务进行精准市场投放和高效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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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宝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天使之橙是一个可以在商业体、医院、地铁

站等地方自行加工的橙汁机器，企业定义：一个

在消费者身边的“橙汁加工厂”。

2010年天使之橙成立，一年后天使之橙的设

备研发出来，之后陆续在各大shoppingmall铺设，

2014年申请到行业内第一张无人现制现售果蔬汁

牌照，2016年，全面实行移动支付，打通上游，

形成产业和供应链闭环。截止2017年9月30日，天

使之橙在176个城市铺设有超过3000台天使之橙终

端，覆盖超过70%的中小型Shoppingmall，并在

2016年年底实现盈利。2017年天使之橙获4亿元B

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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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橙



美味生活项目发起于2017年2月，创始团队主

要来自美团网，创始人周显军为原美团外卖东南区域

总经理，大学时期曾参与创建青团网，技术合伙人王

海云为美团点评技术专家。其运作方式与三全鲜食售

饭机以及友宝智能售货机相似，美味生活售货机主要

投放在办公楼、CBD区域。

"美味生活”想打造24小时营业的微型超市，

即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能节省人力、方便交易，

只需要手机扫码就可以出货。

2017年美味生活已获得400万美元战略投资，

由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美商中经合集团领投，天使

轮资方心元资本跟投。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孵化美食网

红和扩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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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刻便利是一家基于智能售货机的社区

新零售服务企业。公司通过在二三线城市社区

设立无人自动售货机的方式，在社区核心流量

入口建立社区内的“商业中心”，围绕社区居

日常生活消费品，为居民提供商品服务。

目前美刻便利主营三大业务：美刻便利、

美刻心选、美刻快送。“美刻便利”主打 24H 

无人自助售卖机。与传统的自动售货机不同，

美刻便利定位于“家门口的超市”，单点位有 

400个 SKU，涵盖零售、儿童玩具、计生用品、

生活用品等。目前，美刻便利主要立足河南市

场，已铺设 100 多个点位，日均订单量过万，

月销售超过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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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鲜食的模式为APP（手机预订软件）

+FUNBOX智能午餐贩卖机+中央厨房。中央厨房统

一生产盒饭，然后通过冷链物流配送到午餐贩卖机。

用户通过APP购买盒饭，然后在附近的贩卖机取餐。

FUNBOX午餐贩卖机扮演的角色是解决配送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FUNBOX主要有两类，公司用的主推

机型不带微波炉，写字楼公共区徐的有内置微波炉。

大概用了不到1年时间，三全鲜食又开发了

第三代自动售货机。第三代设备，是“预定＋售卖”

两种功能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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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自动售货机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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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企业通过自动售货机销售产品

门店成本上升，企业不约而同推出自动售货机。目前，优衣库推
出了自动售货机，内衣企业爱慕通过自动售货机销售内衣、友宝
携手周大福推出珠宝自动售货机。将基本款或其他必需品放在自
动售货机里，品牌根本就不需要去推广，消费者有需求，自然就
会选择这种便利的途径购买。

Ø 自动售货机销售服务
日本自动售货机不仅有货物，还有服务。这种服务形式包括为
用户提供 Wifi、充电插头等。未来，中国将跟进，售卖多种
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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