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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st mail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the home delivery demand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growing in a rapid way in Beijing. There are a lot of development spaces of fresh agricultural home delivery. But Beijing’s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me delivery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scale of the home
delivery is small; the supply chain is not perfect; the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is not mature and
so on. In additio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the other problems, the trust problems of demand groups;
No-load problem in the home delivery; It is unable to spread quickly to format the marke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 three problems by field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sulting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meeting materials and so on, combining with the
uniqu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there put forward three optimized measures for Beijing: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ation for home delivery; building a home delivery market segment; establishing the platform to share information for the home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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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快递业务的快速发展，北京市生鲜农产品宅配需求迅速增长，生鲜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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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配市场有很大发展空间。但是目前北京市生鲜农产品宅配不仅存在诸如宅配企业规模小、供应链不完
善、信息技术不成熟等问题，还在需求群体信任、空载问题，以及市场扩散等方面，面临挑战。本文将
着重根据这三个问题，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查阅大量文献和会议资料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并
结合北京市独特的环境分析，提出适合北京市生鲜农产品宅配的优化对策：建立宅配标准化、搭建共享
宅配信息平台以及构建O2O生鲜智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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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民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冷链技术发展越来越成熟，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和饮食的健康，
对安全健康的生鲜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生鲜农产品宅配行业在国内日益受到重视。农产品宅
配一方面减少了供应链的流通环节，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另一方面减少了供应链上的参与主体，
使得利润的分配更加合理化。在国外，生鲜宅配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也完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规
范标准，生鲜农产品的商品损耗已经控制在可以预测的低水平，物流配送人员的操作也十分规范；在国
内生鲜农产品宅配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正在迅速扩张，宅配行业被投资者普遍看好。
在宅配快速发展的同时，
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
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目前，北京市政府正在推进部分区域建立有机农产品集
散中心，对全区农产品进行集中化、品牌化管理，并在建设规划方案中明确写入了“由邮政负责有机农
产品集散中心农产品的运输、配送服务”等内容。政府出台的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文件和有机农产品集
散中心的建立，将大大促进农产品宅配的顺利发展，同时农产品的质量也更加有保证。

2. 生鲜农产品宅配的定义
生鲜农产品一般包括蔬菜、水果、肉、水产海鲜、蛋、奶等生鲜初级产品，它有储存难、容易腐败、
销售生命周期短、鲜活程度指标要求高等特点。在将生鲜农产品从供应地到消费者的过程中，确保生鲜
农产品的保鲜度是首要[1]。
宅配，它是在现代 IT 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分区域的配送体系，从而实现宅到宅的小件配送。随着国内电子
商务的快速发展，不论是商家提供的“送货上门”、邮局的 EMS、一般货运、快递甚至是搬家都属于宅配。宅
配与一般的货运或者快递的区别主要在于，宅配注重的是提供配送产品的高质量保证和更好的个性化配送服务。
本文结合专家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将生鲜农产品宅配定义为，最终用户通过网络平台或者电话订购的
生鲜农产品在指定的时间配送到指定的地点的配送服务。这就对生鲜农产品配送的时效性、精细化、服
务态度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3. 北京市生鲜农产品宅配需求预测及市场分析
3.1. 北京市生鲜农产品消费需求预测
通过近十五年《北京市统计年鉴》的人均生鲜农产品消费量趋势，并由 excel 表格趋势粗略得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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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20 年对生鲜农产品的消费情况：蔬菜 98 千克，水果 57.8 千克，肉 27.5 千克，水产海鲜 9.5 千
克，蛋奶 33 千克。由此可知北京市生鲜需求存在很大的市场，那么宅配业要想高效、健康的发展，首先
要解决好目前制约宅配发展的问题。

3.2. 生鲜宅配市场分析
生鲜产品的特点有：生鲜产品一般属于高端产品，具有高价值、高附加值的特征，同时在常温下极
易变质；由于冷链配送成本比较高，所以客户在购买产品时必须购买一定金额和数量。宅配产品的特点：
生鲜宅配市场规模和高收入人群的聚集化程度成正比；生鲜宅配的配送必须使用冷链技术；生鲜宅配需
求趋向于组合型和礼品化发展；我国生鲜宅配还处在初级阶段，缺少专业化的生鲜宅配公司[2]。
基于生鲜农产品特点和宅配行业的独特性，以及我国生鲜宅配市场不够成熟的特点，目前生鲜宅配
存在诸多问题：政府缺少出台相关政策、技术标准和发展规划来保证食品的安全；消费市场规模偏小；
没有形成完整的生鲜宅配产业链；缺少生鲜宅配品牌企业；生鲜宅配环节缺少标准化；生鲜宅配产品价
格偏高；配送环节成本过高等问题[3]。
本文根据对宅配市场的调研及对生鲜宅配行业的工作人士访谈，总结得出目前生鲜宅配市场丞待解
决的三个问题：需求群体信任、空载问题，以及市场扩散。生鲜宅配获取消费者的信任是扩大生鲜宅配
的根基；消费市场的扩散是生鲜宅配要达到的目标；解决空载问题是宅配企业获得利润的来源之一，同
时是目前宅配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生鲜宅配行业只有先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才能慢慢提高市场占有
率，在消费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4. 北京市生鲜农产品宅配企业存在的问题
4.1. 需求群体信任问题
北京市生鲜农产品宅配相对于全国来讲是发展比较快的，但是比较国外如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
它的规模、技术以及消费者对宅配的信任度相差甚远。其中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信任度问题主要存在以
下三点：质量问题、时间问题和价格问题。
首先最重要的是食品质量问题，由于生鲜农产品对时间要求和保鲜度要求比较高，任何一个环节出
现问题就会影响农产品质量。目前生鲜宅配的供应链还不够成熟，从生产到包装再到配送等各个环节的
操作也不够完整，这严重影响了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另外一些生产者为了保证农产品的外观并快速获取
利润而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等，使消费者对生鲜的真实性存在疑惑。
其次是配送时间的准确度问题，根据调查显示，网上购买生鲜产品的家庭月收入高达 2 万元，处于
高收入阶层，在这样的家庭里，夫妻双方可能都工作任务紧，他们对生鲜宅配时间要求比较高。
价格偏高问题也是消费者在选择生鲜宅配方式时的阻碍，为了保证生鲜农产品保鲜度并在时间上抢
占先机，这使得宅配的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冷链的成本比较高，但是据调查显示，90%的消费者能够
接受的生鲜宅配的价格仅仅比市场价格高出 20%~30%，而生鲜的售价是普通农产品售价的 2~9 倍，这样
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的要求，使得农产品生产者和宅配行业很难获得成本和价格利润差，不易盈利。
以上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宅配的信任。

4.2. 宅配过程中的空载问题
宅配空载是宅配车辆或工作人员在配送的过程中没有满载配送或者是在完成配送任务后空载而归的
一种现象。就北京市顺丰优选而言，宅配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商品从仓库使用冷链运送到宅配
企业门店，这个过程宅配公司通常选择凌晨运输来减少交通堵塞，使商品能够快速有效到达宅配企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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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门店；第二个环节是在客户下单以后，配送员将使用装有干冰的保温箱，在一小时之内将商品送到客
户家中，客户的配送范围一般在两到三公里之内。
不管是冷链车辆还是配送员使用的保温箱，在返程过程中都是空载而归，这个环节浪费了很多资源，
如：人员闲置、车辆空载、冷链或保温箱干冰浪费等，这些启程或返程的空载现象造成的资源浪费，是
导致宅配配送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很少有宅配公司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一旦宅配空载
问题解决了，宅配环节将会减少资源浪费，节省成本，宅配行业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层次。

4.3. 客户需求群体小且分散，无法快速进行市场扩散
目前在国内，宅配业务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近几年发展迅速，不少企业纷纷瞄准这一块肥肉，
在宅配行业摸索前进。目前北京市从事农产品宅配服务的企业主要有：本来生活网、新果、沱沱工社、
中粮我买网、鲜直达、优菜网、菜到家、悠悠生活网、正谷、顺丰优选、51 摘菜网、我鲜吃、宅鲜配、
天鲜配、鲜码头等。
宅配企业的对象主要有单个家庭或者机关单位，单个家庭一般包括高薪家庭或者有孕妇、老人小孩
的特殊家庭，他们的订货地点分散，订货数量较小，并且订货的差异比较大，很多时候订货量不足以完
成配送任务，造成宅配成本过高。虽然宅配企业采用了各种方式来弥补这种不足，例如：社区生鲜储物
柜模式、周转箱模式、团购定点取货、农业合作社模式等，但是这些方案都存在成本偏高的弊端，种种
问题造成农产品宅配到目前为止无法做到全面普及。
生鲜宅配客户需求群体小且分散的特点，致使宅配公司无法进行规模运输配送，导致宅配成本过高，
无法普及生鲜宅配市场。

5. 北京市新鲜农产品宅配优化对策
5.1. 提高生产透明度，建立宅配标准化和品牌效应，增加需求者的信任度
1) 提高生产透明度。消费者可以直接与特定农场签订供需协议，即客户拥有自己的农场，市民也是
农场的“股东”，参与农产品生产和管理，在网上，客户不仅可以选购自己需要的蔬菜，还可以通过菜
园的监控系统及时了解蔬菜的生长环境与采收情况。农场将产品定期送上门，送上门的蔬菜要求是最新
鲜的，并且配送员可以携带《农残检测报告》，保证消费者对宅配产品绝对信任。
2) 建立宅配标准化。生鲜电子商务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上游货源的竞争和对供应链的把控，首先
要解决的就是标准化问题，只有建立标准化的生产和配送流程，才能壮大农产品的宅配市场。标准化是
质量安全保证的根本举措。首先是在生产端的标准化，例如在土壤、采摘、制作以及包装方面与农场签
订更为细化的标准准则，实现蔬菜的标准化生产；同时在配送和管理环节还应该制定生鲜农产品的管理
标准、质量标准、非机动车标准、周转箱标准、配送标准等，提高蔬菜的质量安全水平。
3) 塑造宅配农产品品牌。对宅配产品很好的宣传是建立企业品牌的重要渠道，微信公众平台是一个
很重要的宣传窗口，比如可以将生鲜农产品的故事、来源等通过微信平台发布宣传；可以在商品上粘贴
条形码，使扫码可以看到果蔬的农产品名称、生产基地、播种时间、播种面积、采收数量和日期、产品
认证信息、农事活动记录、检测情况等信息；还可以在网上提供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互动平台，让消费
者对产品做出评价，通过和消费者的沟通，可以及时处理宅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确保生鲜
农产品的品牌和信誉。

5.2. 增加宅配返程增值业务，搭建宅配货运信息管理平台
针对宅配业务返程过程中的空载现象，可以考虑增加宅配返程增值业务，即通过提供配送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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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其它相关服务，来解决空载问题，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企业业务量，以期达到双赢的效果。在
由客户到门店的返程中，可以增加的业务有：送件取件、废品旧家电回收、干洗业务[4]等。
这些业务的物件可以放在宅配社区店或者存放于店中店[5]，整个社区的用户都可以把此类业务聚集
在所定点，配送员在返程的过程中将搭载这些业务，“顺便帮助客户完成了一些琐碎小事”。在增加增
值业务过程中，宅配公司应该逐渐建立起回程搭载意识，最大程度降低空载率。
同时各个宅配公司可以合作搭建统一的货运信息管理平台，将宅配物流企业有效聚集起来，并且对
现有的物流信息进行整合和优化，使车辆和人员调度以及运输配载达到合理配置[6]。各个宅配企业联合
合作，共同完成宅配产品配送，提高宅配物流整体效率。

5.3. 网上下单，社区取菜的 O2O 生鲜智慧宅配
O2O 生鲜智慧宅配是网上下单，社区取菜，同时在社区店或者店中对所销售的部分产品进行样品展
示，让消费者在线下体验从而带动线上消费，通过线下的实体店，让消费者通过直观的视觉感受诱导消
费者进行网上消费，在线下营造农产品品牌形象，同时将线上作为快速购买的平台。这种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将是未来生鲜农产品宅配发展的趋势。
它主要的业务模式有两种：一是宅配生鲜门店将客户订好的宅配产品直接送到社区自建的社区店或
者店中店，消费者在方便的时候来取；二是在社区店或者店中储存生鲜农产品的样本，消费者可以来店
内看到要购买的生鲜产品模板，并且可以直接购买，对于当天没有卖掉的产品，可以低价转卖给就近的
菜市场，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网上预定。
宅配企业也要根据各个社区一周或者一个月对各种生鲜的需求规律，做好生鲜产品的销售预测，从而使生
产基地有足够的时间对产品供应做好准备工作，建立完善的预售模式。社区店资源 O2O 生鲜智慧宅配模式的
建立，可以汇集整个社区的消费者，进行规模运输，减少宅配成本，解决了宅配消费者小且分散的不足，同时
通过实体店对产品品牌的建立，有助有于提升消费者对生鲜产品的信任，从而逐渐形成生鲜宅配市场的形成。

6. 总结
本文首先研究了近些年北京市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量，进而得出生鲜农产品宅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
间，其次，根据调研总结和宅配业的发展现状，同时结合北京市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消费状况，得
出生鲜宅配目前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群体信任、空载问题，以及市场扩散，最后根据北京市现状得出
对应问题的对策：建立宅配标准化、搭建共享宅配信息平台以及构建 O2O 生鲜智慧模式。
通过对宅配行业目前面临问题的解决，将为生鲜宅配的宣传和构建健康、高效的生鲜运作平台提供
一个良好的机遇，同时满足了消费者对食品个性化和高品质的需求愿望，在“互联网+”环境下[7]，生
鲜宅配将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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