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发布：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网经社产业电商台

发布日期：2023年2月7日

数据来源：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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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国产

业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不得

篡改、曲解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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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告涉及金额单位

除特殊标注外，均默认

为元（人民币）。

4、数据来源：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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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布渠道：（1）网经社WWW.100EC.CN数字经济门户网站及《电商周刊》、《产业数字化

月刊》数百万EDM订阅用户）；（2）网经社入驻仅20家自媒体平台（覆盖数千万数字经济相

关群体）；（3）3000+实名认证的记者库媒体采用（覆盖数亿级数字经济用户受众）。

6、联系我们：B2B@netsun.com。我们专注报道、研究、服务于数字经济，重点关注：数字零售、数

字产业、数字生活、数字贸易、数字教育等细分领域，15年来，专注推动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

农业、物流业、进出口，推动新制造、新零售、新贸易、新服务、新物流、新农业、新消费等新型经

济生态圈的建立。

欢迎各数字经济及相关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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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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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融资报告

报告名称

2022年度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数字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数字健康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跨境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产业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中国数字零售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中国物流科技投融资数据报告

2022年中国电商服务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行业数据报告

报告名称

2022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产业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物流科技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移动出行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数字教育市场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数字健康市场数据报告

消费权益报告

报告名称

2022年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数据报告

2022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22年度中国生鲜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22年度中国零售电商服务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22年度中国社交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22年度中国跨境电商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22年度中国在线旅游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22年度中国数字教育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一、历年产业电商融资数据

二、2022年产业电商融资数据

三、2022年产业电商融资榜单

四、2022年城市产业电商融资榜单

目录



产业电商定义：狭义指通过第三方及

自营B2B平台在企业间进行的交易。广

义网经社定义为指企业间在线化的方

式进行信息撮合和交易的商业模式，

是产业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提供大宗商品贸易服务的大宗电商，

提供企业非生产性物料(MRO)及生产性

资料(BOM)服务的工业品电商，提供消

费品在线批发的批发电商，提供办公

用品、商务服务等的企业采购电商，

以及相关服务商等业态。



1.1 2018-2022年产业电商融资事件数据

1.2 2018-2022年产业电商融资金额数据

1.3 2018-2022年产业电商平均融资额数据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中国产业电商共发生73起

融资，同比下降36.53%。

此外，2018年融资137起，同比下

降24.73%；2019年融资98起，同

比下降28.47%；2020年融资93起，

同比下降5.11%;2021年融资115起，

同比增长23.65%。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中国产业电商融资总额79.1

亿元，同比下降67.35%。

2018年融资额约263.3亿元，同比

增长64.76%；2019年融资额约

177.2亿元，同比下降32.71%；

2020年融资额约122.2亿元，同比

下降31.04%；2021年融资额约

242.2亿元，同比增长98.19%。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中国产业电商平均融资额

1.3亿元。2018-2021年平均融资

金额分别为：2.2亿元、1.6亿元、

1.4亿元、2.6亿元。



2.1 产业电商融资轮次数据

2.2 产业电商融资行业数据

2.3 产业电商融资月份数据

2.4 产业电商融资省份数据

2.5 产业电商融资城市数据

2.6 产业电商投资方数据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

年中国产业电商73起融资中，A级15起

（22.73%）、B级12起（18.18%）、C级5

起（7.58%）、D级1起（1.51%）、E级2

起（3.03%）、战略投资3起（4.55%）、

未透露1起（1.51%）、天使轮7起

（10.61%）、种子轮2起（3.03%）、Pre

轮18起（27.27%）。

2022年产业电商领域融资轮次上，Pre轮、

A轮、B轮比重占据前三甲。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

年中国产业电商总融资金额79.1亿元。

其中，战略融资20.59亿元排名第一；B+

轮融资金额14.1亿元排名第二，其次为E

轮13.7亿元。

各融资轮次金额的规模跟资本市场对该

行业的投资力度、该轮次融资事件规模

以及行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相应的融

资轮次越往后，融资金额越大。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中国产业电商总融资金额79.1

亿元。其中，纺服B2B融资金额27.5

亿元（34.76%）排名第一，其次为工

业品电商17.94亿元（22.68%）。排

名第三的是B2B服务商16.15亿元

（20.41%）。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

年产业电商融资事件数行业分布上，排

名第一的是B2B服务商22起（30.13%），

其次是工业品电商10起（13.7%）、建材

家装9起（12.33%）。

整体来看，B2B服务商、工业品电商、建

材家装三个赛道占比超五成，其余所占

份额较小。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

年产业电商融资事件数月份分布上，并

列排名第一的是3月份的11起（15.06%），

之后是6月份、7月份并列皆为10起

（13.7%）。

从整体来看，产业电商融资事件多发生

于上半年，上半年融资数占整年的

60.27%，下半年融资数占整年的39.73%。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

年中国产业电商融资金额月份分布上，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1月15.07亿元

（19.05%）、6月14.85亿元（18.77%）、

8月11.56亿元（14.61%）。

按照融资金额月份分布上，上半年比下

半年占比多约23%。融资金额大小跟融资

数量和融资轮次息息相关。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2

年中国产业电商融资事件数省份分布上，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海16起

（21.91%）、广东15起（20.55%）、江

苏、浙江、北京均为10起（13.7%）。

产业电商融资事件数省份分布上，大部

分集中在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

苏等济发达地区。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产业电商融资金额省份分布

上，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广东28.2

亿元（35.65%）、上海25.2亿元

（31.91%）、浙江14.8亿元

（18.81%）。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中国产业电商融资事件数城

市分布上，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

海16起(21.91%)、深圳11起

（15.07%）、杭州、北京均为10起

（13.7%）。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2年产业电商活跃投资方包括明

裕创投、光远投资、德同资本、紫

金港资本、晚安家居、创业工场、

万物为创投、正瀚投资、宏太投资、

国投招商、建发新兴投资、金沙江

创投、万物资本、浅石创投、保利

资本、险峰K2VC等。



3.1 产业电商融资数据榜

3.2 工业品电商融资数据榜

3.3 建材家装融资数据榜

3.4 三农电商融资数据榜

3.5 纺服B2B融资数据榜

3.6 B2B服务商电商融资数据榜









更多数据详见网经社旗下大数据库“电数宝”（DATA.100EC.CN）













浙江网经社信息科技公司拥有15年历史，提供媒体平台、

专业智库以及金融/融资三大服务，致力于打造大数据驱动的

“中国领先的数字经济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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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雄厚，是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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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业 电 商 台

（B2B.100EC.CN）是专业产业

电商门户，旗下运营：大宗电

商、快消品B2B、钢铁电商、

医药B2B、企业采购、工业

品电商、纺服B2B等系列频道，

提供包括：媒体、报告榜单、

融资、会议、营销、培训等服

务，是产业电商从业者、媒体、

投资者的首选平台。

在产业电商领域，2015年，网

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就出版

了国内首部系统性“互联网+产

业”著作《互联网+产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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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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磊

报告审定



报告主编

张周平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B2B与跨境电商部主任、高级分析师

《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时代》畅销书作者

此外还担任或受聘：中国电子商务专家库专家、中国互联网协会优秀教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中国经济年鉴》（电子商务篇）编委等职。重点研究与关注出口跨境电商、综合B2B、

行业网站、工业4.0、产业互联网、大宗电商、工业品电商等领域研究。长期跟踪研究产业

电商多年，参与撰写过多份产业电商等相关报告，参加过数十场产业电商行业高峰论坛、主

持或参与了一系列产业电商有关的调研访谈，每年被邀请作产业电商及跨境电商等主题演讲、

授课、培训等数十场，在行业内高层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及较大的影响力与权威性。

【电话】：0571-85337328  【E-mail】：B2B@NetSun.com 【微信】：zhangzhouping110

欢迎扫码联系
（备注姓名、公司、职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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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添蓉

执行主编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B2B与跨境电商部 编辑

【手机】15088430859 (微信号)

【邮箱】wtr@netsun.com

【官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微信ID:i100ec)

【负责领域】

1、产业电商

2、跨境电商

3、云计算
欢迎扫码联系

（备注姓名、公司、职位、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