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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上午， 记者前往位
于长沙万达广场东南角的“蕉
库”无人便利店体验。扫描入口
二维码、 关注品牌小程序进入
店铺后， 约15平方米的移动仓
内罗列着冲泡奶茶、方便面、膨
化食品等各类休闲零食。

从入口右边的4层货架上
的价签来看，该货架应有水果
糖、QQ糖等商品，但实际上仅
有4包纸巾及少量口香糖。环
顾店内，不少因产品售出出现
的货架空位未能及时填补，有

近1/3货架处于空缺状态， 货架
上一包被拆封使用过的纸巾也
无人清理。

曾前往该店购物的周先生介
绍， 这个店位于写字楼和住宅的
中间地段， 若不是想体验新购物
方式， 很少有人会愿意特意前往
此地购物。

通常而言， 无人项目要保证
货源充足， 需要仓库工作人员一
日1-2次补货，10日下午，记者相
隔30小时后再次前往该店， 未发
现理货痕迹。

从备受资本追捧到被质疑，无
人便利店正在做出市场调整， 如，
“哇塔24小时智慧商店”理工南苑店
依照购物群体的需求，增加了记事
本、裁纸刀等文具以及脸盆、置物架
等生活用品；2个月前落户长沙的湖
南首家京东X无人超市， 新增了互
联网品牌零食、湖南特色食品；其电
子价签保证线上线下同价，提供最
新优惠价格。

重黑科技还是购物温度成了
无人便利店必须面对的问题。如
今， 无人便利店的对手还有讲究
“场景打造”的便利店们，Today提
供包括加热后可食的芝士土豆
泥、芝士年糕以及各类网红零食；

2019年6月才开业的中百罗森便利
店， 为消费者24小时提供关东煮、
烤串、寿司饭团等系列鲜食品种。

在长沙凯乐国际城小区的千
惠超市一年前就将货架内移，在
靠窗的位置新增了可供消费者小
憩的餐桌椅。“现在年轻人都讲
‘深夜食堂’的概念，增了桌椅后
不时会有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坐
下休息， 也相应增加了热食和饮
品的销售额。”门店营业员介绍。

当下便利店、 无人店的卡位
战仍在继续， 经营者们的最大竞
争应是让消费者感受到服务的温
度，从经营方式、经营商品等各个
方面出发将“便利”落到实处。

巨头入场， 将无人零售的试
验场推向高潮。2016年10月，马
云第一次提出“新零售” 概念；
2017年7月， 阿里巴巴推出无人
超市“淘咖啡”，5天内产生7000
笔订单；2018年1月，在西雅图的
亚马逊总部一楼， 亚马逊的首个
无人超市Amazon�Go开业。

“在无人零售入局前期，开店
速度与点位规模就是与投资机构
谈判最有效的砝码。于是，跑马圈
地成了标准动作。”一位无人零售
从业者介绍， 无人零售项目高度
依赖资本进行扩张， 而资本的入
驻为行业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2017年6月28日，创新工场宣布
完成对F5未来商店的3000万元A+
轮融资；两天后，缤果盒子也宣布已
完成A轮融资， 金额超1亿元……
资本狂热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中
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

新零售领域投资事件共507起，无
人零售投资事件以126起位居第
一，投资金额达43亿元。

同时，记者在“天眼查”上梳理
20个无人项目融资情况发现，从
2017年4月-2018年10月，有7个项
目拿到万亿级别融资，20个项目披
露的融资总额为33.78亿元。

“缺乏造血功能，资本逐渐回
归理性，不再傻投钱了。”上述从
业者介绍，2018年下半年， 投资
人逐渐发现， 盲目扩张的无人项
目无法取得场景贴合度、 补货成
本、用户贴合度多方平衡，大规模
融资难以持续。

网络上披露的融资数据似乎
能证实他的观点。 记者统计的上
述20个品牌中， 最近一笔融资停
留在2018年10月。此后，仅有F5
未来商店于2019年6月宣布曾在
半年前完成近亿元B轮融资。

巨头相继“退赛”，无人超市只是神话？
高货损、伪无人，“无人”概念快速陨落 从疯狂到理性，业内：要回归便利本质

无人项目快速陨落究竟
为何？ 在三湘都市报记者的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无人便利店概念中的“无人”
表现为用技术取代人工收
银，但这并不是无人的本质。

“无人值守虽然降低了部
分人工成本，但为实现无人模
式而搭建的技术体系却需付
出较高的前期成本，况且后台
维护、补货、摆货等仍旧依靠
人工。” 长沙某连锁便利店高
管表示，无人项目普遍防盗使
用的RFID标签， 需要在产品
出库前人工黏贴，这与10年前
便利店用“打价机”贴标签的
行为几乎没有区别。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
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
辉认为， 无人便利店需要经
过1-2年的市场培育期，要想
吸引消费者持续使用无人购
物，品牌要熬过“烧钱”培育
消费习惯的艰难阶段，“无人
便利店不应该是赚快钱的领
域， 消费者最终想要的是购
物体验而不是追求好奇。”

此外，他表示，无人便利
店尽管省去了人工成本，但仍
要承担设备配置和更新、门面
租金、商品货损，“整套防盗系
统需要技术人员维护，还得更
新换代，不断加密来防止黑客
攻击，其成本也非常巨大。”

在购物体验方面， 记者
第2次前往“蕉库”无人便利
店时看到， 一位顾客欲进店
时，扫码进门系统出现故障，
其多次尝试人脸识别功能失
败，在反复尝试近5分钟后悻
悻而归，“打了客服电话，说
系统出现故障， 但无法确定
工程师过来维修的时间。”

2019年夏天， 已经鲜有人再提曾经一度风光的
“无人便利店”概念。它刷新了互联网概念的死亡速度。

无人值守、大数据预测消费习惯、智能防盗识别系
统……2017年， 带着各类黑科技构想的无人便利店、
无人货架项目高调进入长沙。 一时间， 数十亿资金涌
入，吸引淘金者们加入近乎疯狂的点位之争。

2年后，缺乏资本热度的无人项目进入拐点，三湘
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 无人便利店第一梯队玩家大多
退出赛道，微信公众号与微博均停更数月；无人货架则
直接宣布死亡。“无人项目要解决的， 不只是无人带来
的高货损，更重要的是回归便利的本质。”一名业内人
士说。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张雅婷 薛欣妤

无人项目出现经营问题早
已有迹可循。2017年11月，开
业不足4个月的“五人”无人便
利店暂停营业， 这家选址长沙
天元七彩mall三楼的湖南本土
品牌，曾推出“先出门再付款”
的行业先例。

2018年7月，孚利购招商拓
展总监在接受三湘都市报采访
时表示， 品牌在长沙共有21家
门店， 年内计划将门店扩展至
50家。截至目前，记者仅在百度
地图上检索到其1、2代门店共
19家，凯乐店从开业到停业，前
后不超过半年。

曾在长沙大规模抢点的每
日优鲜、 猩便利等无人货架第

一梯队品牌， 因未能组建自持供
应链系统、超过20%的高货损、推
荐人的高推广补贴等导致高运营
成本等问题出现， 最终出现相继
撤点、停止补货等现象。

2019年1月， 果小美创始人
阎利珉向媒体确认， 已放弃无人
货架业务，转做线上电商；同年5
月，7只考拉停止货架业务； 去年
12月， 京东到家出于业务调整也
暂停无人货柜项目“京东到家
Go”；去年10月，曾完成千万级融
资的小闪科技向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短
短2年内，被资本追捧的无人货架
项目正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在一片唏嘘声中倒闭。

现状
“蕉库”无人便利店：近1/3货架处于空缺状态

从2019年春节至今， 在长
沙麓谷一座写字楼上班的王先
生一直没见到无人货架的补货
员。多次联系对方未果，他与保
洁员一同把货架移到了楼层设
置的杂物间内，等物业处理。

“倒闭了就撒手不管，剩下
一堆没任何作用的空架子，零
食早被拿走了。”在丢弃货架的
杂物间内，还“躺”着2个其他品
牌的无人便利店货架， 清洁工
看着它们无奈地说道。

王先生是公司行政主管，
1000平方米的办公间有近百名

员工。 他清晰地记得，2017年夏
天，无人货架刚进入长沙时，同时
有3家品牌反复致电请求入驻。为
了争夺点位，对方甚至拿出600元
点位费作为“好处费”，“一天能接
到四五个电话， 还有的以货架流
水5%的点位租金作为谈判筹码。”

“开始是每日优鲜， 倒闭后换
了新品牌。”王先生告诉记者，被处
理的“猩便利”货架，是在长沙苦苦
支撑时间较长的无人货架玩家。谈
起撤柜的影响，他说，造成了闲置资
源，毕竟办公室的同事能通过各种
方法买到货架上这些常见的零食。

“猩便利”无人货架：半年未补货，货架遭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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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队玩家相继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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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记者手记

资本助推下的无人零售：从疯狂到理性

有人无人，“便利”是第一要义

7月10日，长沙万达广场附近，一名消费者欲进焦库无人便利店购物，却因扫码进门系统故障未果。 记者 黄亚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