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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相关知识产权归发布
方所有，任何企业、机构、媒
体等单位及个人引用本报告数
据、内容，均请注明：“根据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
的《2022年（上）中国电子商
务投融资数据报告》”，不得
篡改、曲解报告内容。

4、数据来源：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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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涉及金额单位
除特殊标注外，均默认
为人民币；因维度调整，
本报告数据仅包括数字
零售、数字生活、跨境
电商、产业数字化，故
数据量与此前报告不同。

2、本报告仅为参考研究
资料，不构成投资、决
策等任何建议，由此带
来的风险请慎重考虑，
网经社及其所属主体不承
担因使用本报告信息而产
生的任何责任。



报
告
声
明

5、发布渠道：（1）网经社WWW.100EC.CN电商门户网站及《电商周刊》EDM订阅用户（覆

盖数百万电商行业用户）；（2）网经社入驻自媒体平台（覆盖数千万电商相关群体）；

（3）3000+实名认证的记者库媒体采用（覆盖数亿级电商用户受众）。

6、联系我们：FA@netsun.com。我们专注报道、研究、服务于“泛电商”，重点关注：

产业数字化、大宗电商、数字生活、三农电商、服务电商、共享经济、电商物流、电商

金融等细分领域，十年如一日专注推动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物流业、进出

口、金融业的互联网化，推动新制造、新零售、新贸易、新服务、新金融、新物流、新

农业、新消费等新型经济生态圈的建立。

欢迎各电商及相关机构，开展个性化定制，包括不限于：平台年度用户画像与大数据报

告、公司案例研究专题研究报告、公司与竞对研究分析投资价值、平台合规性审查报告，

以及公司所在细分行业关于平台模式、物流网络、金融科技、用户体验、财务分析、投

融资、行业影响力、用户满意度、用户体验评测、平台界面与功能服务评测等细分维度

平台大数据报告或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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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

【数字经济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电商人才状况调查数据报告》 √    

《中国电商上市公司数据报告》 √    

《中国新三板挂牌电商公司数据报告》 √ √   

《中国泛电商“独角兽”数据报告》 √ √   

《中国泛电商“千里马”数据报告》 √ √

《中国产业数字化市场数据报告》 √ √   

【数字生活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移动出行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数字教育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数字健康市场数据报告》 √ √

【数字零售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零售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社交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农村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汽车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母婴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

【跨境电商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跨境电商服务商市场数据报告》 √    

【投融资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数据报告》 √ √ √ √

《中国产业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零售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二手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汽车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社交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移动出行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数字健康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物流科技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跨境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数字教育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 √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

【消费权益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 √ √ √  
《中国十大电商行业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电子商务法律报告》 √    
《中国跨境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汽车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生鲜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社交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品牌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产业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在线旅游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在线外卖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电商物流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母婴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移动出行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在线票务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扫码关注 不容错过



一、电商整体篇

二、数字零售篇

三、产业数字化篇

四、跨境电商篇

目录

五、数字生活篇



1.2 融资总金额领域数据

1.3 融资事件数领域数据

1.4 投资方数据

1.1 总融资数据

网经社将电子商务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所有实物、服务和虚拟商品的在线交易行为和业态，主要包括以大宗商品和工业

品为主的产业电商（产业数字化），以消费品为主的数字零售、跨境电商，以在线外卖、在线旅游、在线租房、移动出行等

为主的数字生活等。

1.5 融资趋势



1.1 总融资数据：融资额、融资数创五年最低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

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上半年电子商

务融资事件为135起，同比去年同期265

起下降49.1%；融资总金额达109.8亿元，

同比去年同期793.6亿元下降86.16%。

此外，2018上半年融资数400起，融资金

额1708.8亿元；2019上半年融资数283起，

融资金额881.3亿元；2020上半年融资数

194起，融资金额367.4亿元；2021上半

年融资数265起，融资金额793.6亿元。

一、电商整体篇



一、电商整体篇

1.2 上半年产业数据化融资额拔得头筹



1.3 上半年数字零售融资数居首

一、电商整体篇



一、电商整体篇

1.4 总融资投资方数据

据网经社旗下电商大数据库“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中国电商

上半年参与的投资方有：高瓴创投，

红杉资本中国，梅花创投，源合资本，

经纬创投，线性资本，火山石资本，

君联资本，深创投，蓝湖资本，Sig

海纳亚洲，穆棉资本，启明创投，初

心资本等。



1.5 融资特点总结

一、电商整体篇

一：资本大幅缩减

近几年资本过于激进，在电商各领域大肆布局。但自去年以来，受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发展阶段等因素综

合影响下，电商各领域的资本投入有明显的缩减，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预计短期内将持续处于低投入状态。

三：服务商受青睐

在数字零售、产业电商、跨境电商等领域，各类服务商获得更多的资本关注，这类企业专注于企业赋能服务，

这也符合数字化的发展策略。

二：产业电商关注度超数字零售、数字生活

产业电商逐渐受到关注，成为资本投入的重点，甚至超过数字零售、数字生活等过去资本投入的热门领域。

而在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下，该领域有望持续获得资本投入与支持。

四：数字藏品等新兴行业成“黑马”

元宇宙、数字藏品、虚拟数字人等新概念不断涌现，相关行业也迎来资本的密集布局，而这些行业目前尚处于

发展初期，资本投入有着金额偏低但频率高的特点，而随着行业成熟资本的投入将不断扩大。



2.4 数字零售融资月份数据

2.2 数字零售融资轮次数据

2.1 数字零售总融资数据

2.3 数字零售融资行业数据

2.6 数字零售融资城市数据

2.5 数字零售融资省份数据

数字零售定义：狭义指通过网络渠道进行商品交易活动，包括实物商品交易及虚拟商品交易。广义上网经社将数字零售定

义为一种业态，包含平台、商家、品牌、用户、服务商等。按模式分，有C2C、B2C、C2M、B2B2C等；按品类分，有综合电

商、垂直电商；按交易市场分，有进口跨境电商、出口跨境电商；新电商有会员制电商、直播电商、精品电商、小程序电

商、数字藏品等。



2.1 数字零售总融资数据

二、数字零售篇

据网经社“电数宝”数据显示 ，上半年数

字零售融资事件数达45起，同比去年同期

126起下降64.3%；融资总金额达14.65亿元，

同比去年同期481.02亿元下降97.0%。

上半年数字零售十大融资事件分别为：领

猫SCM（3000万美元）、观麦科技（数亿人

民币）、天异购（数亿人民币）、星云有

客（亿级人民币）、迈微网络（亿级人民

币）、油滴（亿级人民币）、热度星选

（亿级人民币）、DadaGaga.art（5000万

人民币）、云裳物联（5000万人民币）、

KICKS CREW （600万美元） 。



2.2 数字零售融资轮次分布

二、数字零售篇



2.3 数字零售融资行业分布

二、数字零售篇



2.4 数字零售融资月份分布

二、数字零售数据



2.5 数字零售融资省份分布

二、数字零售篇



2.6 数字零售融资城市分布

二、数字零售篇



3.4 产业数字化融资月份数据

3.2 产业数字化融资轮次数据

3.1 产业数字化总融资数据

3.3 产业数字化融资行业数据

3.6 产业数字化融资城市数据

3.5 产业数字化融资省份数据

产业数字化（产业电商）定义：指利用各项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改造、赋能，对产业链上下

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从而实现产业各节点效率提升。具体包括以产业互联网为重要载体、以产业电商为

核心的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创新。产业电商包括提供大宗电商、工业品电商、批发电商、企业采购电商以及相关服务商

等业态。



3.1 产业数字化总融资数据

三、产业数字化篇

据网经社“电数宝”数据显示 ，上半年

产业数字化融资事件数达41起，同比去年

同期65起下降36.9%；融资总金额达46.9

亿元，同比去年同期159.6亿元下降70.6%。

上半年产业数字化十大融资事件分别为：

云生集团（2.7亿人民币）、爱科农（亿

元及以上人民币）、凌迪科技（1亿美

元）、小蚁大象（千万级人民币）、励销

云（数亿人民币）、甄一科技（7000万人

民币）、埃林哲（亿级人民币）、乐胶网

（数千万人民币）、普投能源（数千万人

民币）、麦麦科技（数千万人民币）。



3.2 产业数字化融资轮次分布

三、产业数字化篇



3.3 产业数字化融资行业分布

三、产业数字化篇



3.4 产业数字化融资月份分布

三、产业数字化篇



3.5 产业数字化融资省份分布

三、产业数字化篇



3.6 产业数字化融资城市分布

三、产业数字化篇



4.4 跨境电商融资月份数据

4.2 跨境电商融资轮次数据

4.1 跨境电商总融资数据

4.3 跨境电商融资行业数据

4.6 跨境电商融资城市数据

4.5 跨境电商融资省份数据

跨境电商定义：狭义指跨境零售电商，分属于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达成交易、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将

商品送达消费者手中的交易过程，包括：9610、1210、1239等海关监管代码模式。广义为电子商务在进出口贸易及零售中

的应用，包括：进出口跨境电商、跨境电商（B2B、B2C、C2C）以及9710、9810等海关监管代码和相关服务商。



4.1 跨境电商总融资数据

四、跨境电商篇

据网经社“电数宝”数据显示 ，上半年

跨境电商融资事件24起，同比去年同期

39起下降38.5%；融资总金额达28.1亿元，

同比去年同期81.8亿元下降65.6%。

上半年跨境电商十大融资事件有：店匠

（1.5亿美元）、店小秘（1亿美元）、

欧税通（3亿人民币）、豆沙包（2000万

美元）、集采（亿级人民币）、珊瑚跨

境（亿级人民币）、征鸟出海（1亿人民

币）、MoeGO（千万级美元）、星盘跨境

（千万级美元）、ShopBase（700万美

元）。



4.2 跨境电商融资轮次分布

四、跨境电商篇



4.3 跨境电商融资行业分布

四、跨境电商篇



4.4 跨境电商融资月份分布

四、跨境电商篇



4.5 跨境电商融资省份分布

四、跨境电商篇



4.6 跨境电商融资城市分布

四、跨境电商篇



5.4 数字生活融资月份数据

5.2 数字生活融资轮次数据

5.1 数字生活总融资数据

5.3 数字生活融资行业数据

5.6 数字生活融资城市数据

5.5 数字生活融资省份数据

数字生活定义：传统生活服务电商是基于互联网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提供的服务，分为到店服务（包括到店餐饮、酒店、

影院等）与到家服务（外卖、家政等）两大类。数字化浪潮下，生活服务行业也经历着数字化的变革。网经社将生活服务

电商升级为数字生活，具体包括餐饮外卖、旅游、交通出行、婚恋交友、房产、招聘、家装等各种服务消费的数字化。



5.1 数字生活总融资数据

五、数字生活篇

据网经社“电数宝”数据显示 ，上半年

数字生活融资事件数25起，同比去年同期

35起下降28.6%；融资总金额达20亿元，

同比去年同期71.2亿元下降71.9%。

上半年数字生活十大融资事件有：如祺出

行（10亿人民币）、易能时代（2.5亿人

民币）、思为科技（数亿人民币）、租租

车（数千万美元）、派学车（亿级人民

币）、斑马家政云（8000万人民币）、订

单来了（5000万人民币）、速电吧

（5000万人民币）、小象助力车（2000

万人民币）、 枫叶出行 （数千万人民

币）。



5.2 数字生活融资轮次分布

五、数字生活篇



5.3 数字生活融资行业分布

五、数字生活篇



5.4 数字生活融资月份分布

五、数字生活篇



5.5 数字生活融资省份分布

五、数字生活篇



5.6 数字生活融资城市分布

五、数字生活篇



浙江网经社信息科技公司成立近20年，致力于打造大数据驱动的领先的数字经济综合服务

平台。构建了网经社(数字经济门户)、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我国"一带一路"TO10

影响力社会智库)、“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电融宝”(数字经济投融资服务平

台)、“电诉宝”(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等板块，提供面向平台、服务商和政府部门、

VC/PE提供品牌传播、研究咨询、数据报告、FA等服务。

近一年来，网经社陆续上线10余个专业垂直门户矩阵，包括跨境电商台、产业电商台、数

字零 售台、数字生活台、教育台、移动出行台、数字健康台、共享经济台、社交电商台、社区

团购台、农村电商台、直播电商台、物流科技台、金融科技台、法律消保台 等，通过PC端、移

动端、小程序、自媒体和订阅近3000媒体，输出海量原创内容，覆盖并影响数亿业内用户。 

公司总部位于杭州，系国内唯一拥有A股上市公司背景的数字经济媒体、智库和平台，

母公司在全国拥有30个分支机构，员工1000余人，实力雄厚，是我国电数字经济行业的见

证者与推动者。

网经社在工信部、公安机关网站合法备案运行，服务客户覆盖各大互联网上市公司、独角

兽，以及国家和各地政府部门，有口皆碑。





扫描二维码
下载网经社产品服务资源

书



扫描二维码
查看10万+数据



扫描二维码
进入网经社“电融宝”

瓜分6万亿资金



网经社总编辑、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电子商务（零售电商、跨境电商、农村电商、大宗电商、服务电商、社交电商、电商金融、电商物流和电商园区孵化器、政

府电商规划促进等）、新零售、O2O、互联网+、共享经济等领域研究、咨询与服务工作，是我国产业互联网首倡者和推动者。

十余年来，与近百余家电商平台和品牌保持密切合作，调研联系近千家各类电商产业链公司，并担任多家国内一二线大型平台电商、

上市公司战略顾问和海内外多家机构投融资顾问，曾出席参加江南会电子商务投融资沙龙、中金投资论坛、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浙大

科技园创业电商投融资沙龙等会议，是我国电商领域屈指可数的融理论、实践一体的务实专家，具有较大业内影响力。

【专栏】： http://www.100ec.cn/zt/expert_caolei/ 

【电话】：0571-87756579   

【E-mail】：CaoLei@Net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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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礼腾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数字生活分析师 

【手机】15168211391 (微信号)

【邮箱】O2O@netsun.com

【官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微信ID:i100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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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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