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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报告主要采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
并结合艾媒咨询自有的用户数据监测系统及北极星
统计分析系统等。

• 通过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跨境电商用户进行深度
访谈，了解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
研数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政府数据与信息

 行业公开信息

 企业年报、季报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根据艾媒咨询自身数据库、北极星统计分析系统和草
莓派调研社区平台（Strawberry Pie）的相关数据分
析。

• 艾媒北极星：截至2017年6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
发技术已经实现对7.65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 面向全国针对各领域征集优秀案例企业进行中， 详情
可咨询research@iimedia.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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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中国跨境电商市场动态

注：本报告讨论的跨境电商平台主要为进口零售电商平台

企业战略布局

网易考拉海购在今年4月启动“欧洲战略”，宣布将在未来3年斥

资至少30亿欧元，采购欧洲高品质商品，并将对优秀企业及新兴

品牌入华提供全方面扶持。6月召开澳新招商会，在已成为澳洲

商品最大中国电商采购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拓展澳新市场。

天猫成立硅谷新品实验室：天猫5月26日在美宣布成立“天猫硅谷新品

实验室”，首批合作伙伴包括Intel、Microsoft、Radius等10余家顶尖

技术公司及实验室。天猫此举旨在让大数据成为“新能源”，打通与国

际品牌合作，深入供应链生产真正的趋势产品，并引入核心技术完成产

品升级。未来天猫计划继续在欧洲、日本等地开设新品实验室。

京东入驻西安航天基地，打造全球物流总部：京东集团于5月

22日与西安航天基地签订京东全球物流总部、京东无人系统产

业中心、京东云运营中心合作协议，双方展开深入合作，在智

慧供应链领域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布局。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2017上半年各家电商巨头在跨境领域都有

战略性布局的动作。网易考拉海启动大规模海外布局，升级供应

链上游，提高商品质量；天猫合作国际高技术企业，升级产品并

直切用户消费升级需求；京东则在供应端进行国际物流布局，强

化供应链打造。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市场动态

平台商品监管

天猫国际就母婴产品制定各项商品及服务规范：天猫国际在平台内就海

淘热门品类母婴类产品及服务制定各项规范如红屁屁无忧服务规范、过

敏无忧服务规范、婴幼儿乳制品行业标准等，旨在通过规范制定提高平

台内母婴类产品的质量。

工商总局等十部委发布《2017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方案》：该行动方

案加强对跨境电商、微商等网络市场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中违法行为的研

判和联合查处。加大对跨境电商进出口环节通过利用虚假交易、支付、

物流数据实施逃避海关监管行为的整治力度。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商品质量是跨境电商用户最为关注的产品

维度之一。2017上半年无论是各大电商平台还是国家政府部门都

着重加强对平台商品质量的监管，未来市场规范及监管力度将会

进一步提升。

网易考拉海购与国家监测中心达成质检合作：3月8日，网易考拉海购与

国家检测中心达成跨境电商质检合作，双方将在信息互通、数据共享、

质量共治、协同处置等机制以及信息发布合作等多个方面展开联动共治

合作。网易考拉海购与国检机构的合作将加强对平台上商品的质量保障。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整体环境分析

2016年中国移动

电商用户规模达：

4.18亿人

2017年前五月进口

总值4.88万亿元，

增长26.5%

2016年中国人均消费

支出达17110元 增

长率为8.9%

- 2017年起大幅度降

低进口海产关税

- 3月税改新政 明确

跨境电商进口零售

商品监管标准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

2017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整体发展环境向好：人们消费需求提

升助推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持续繁荣；网购已经成为消费者重

要的购物方式，对商品质量要求逐渐提高的消费者也开始养成海淘

的习惯；国内多项政策举措也指向鼓励进口零售业务。



消费升级助推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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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7年6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7.65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受国内消费升级趋势及国家注重进出口贸易发

展影响，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近年发展迅速。iiMedia Research（艾

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含零售及B2B）

高达6.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5年增长23.5%。预计2017年跨境电商

交易规模仍以较高增速发展，有望增至7.5万亿元。



用户红利期平台应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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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7年6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7.65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随着国际物流及供应链技术不断发展，海淘已逐渐成为消费者选购

物渠道，中国海淘用户规模也以高速增长。 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海淘用户规模以高达78.3%

的增长率升至0.41亿人，海淘用户市场未呈现饱和状态，未来预计

仍能维持较高增速。



网易考拉海购市场份额占比居首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网易考拉海购以24.2%的

占比占据2017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平台市场份额分布首位，天猫国际、

唯品国际以及京东全球购位列其后。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网易考拉

海购、天猫国际这种跨境电商平台背靠互联网巨头企业，在商品品类、

品牌合作方面具有优势，满足消费者升级消费需求且占据较大市场份

额。另外唯品国际、京东全球购等依靠综合电商平台开展海淘业务的

跨境电商则凭借强供应链布局及电商平台导流在市场上占据一定位置。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网易考拉海购,  

24.2%

天猫国际,  

20.3%

唯品国际, 15.7%

京东全球购, 12.5%

小红书, 5.3%

洋码头, 5.8%

蜜芽, 3.1%

其他, 13.1%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市场份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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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普遍满意海淘经历

过去半年没有

海淘经历,

30.8%

过去半年有海淘

经历, 69.2%

2017H1中国海淘用户过去半年海淘情况调查

十分满意：
14.3%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满意：
65.7%

不满意：
1.3%

很不满意：
0.3%

一般：18.4%

消费者对近一年海淘经历满意程度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近七成海淘用户

过去半年有过海淘经历，其中仅1.6%的消费者对近一年的海淘经

历表示不满。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经济发展使国内跨境电商平台

对高品质商品和商品品类的覆盖度不断扩大，技术进步也助力跨境

电商服务质量的提高，目前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在满足消费者升级海

淘需求方面表现良好。



海淘用户愿为优质产品进行高消费

4.7%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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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中国海淘用户单次海淘消费金额分布

36.9%

29.3%

20.8%

海淘原因 比例

优质产品 57.7%

高性价比 34.4%

品牌丰富 30.9%

正品保障 30.2%

2017H1中国海淘用户选择海淘原因（Top 4）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57.7%的海淘用户选择

海淘的原因出于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同时各有三成以上用户出于

对商品性价比、品牌丰富度及正品保障度的考虑而选择海淘。海淘

用户单次消费金额则集中在301-1000元的区间（66.2%）。艾媒咨

询分析师认为，用户对海淘消费支出普遍较高，他们更愿意为商品

质量、品牌丰富度、正品保障度等满足自身消费体验的维度买单。



海淘用户倾向高频率消费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每月至少有一次海淘

经历的用户高达65.2%，其中有11.6%的用户每周都有进行海淘消

费。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海淘已逐渐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一个重要

渠道，优质海淘商品和平台良好服务体验也使海淘用户愿意持续海

淘。未来在消费升级趋势驱动下，对商品质量、正品度有需求的用

户将继续提高海淘频率。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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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每季1次以下

每个季度1次

每月1次

每月2-3次

每周一次及更多

2017H1中国海淘用户海淘频率分布



网易考拉海购成新海淘用户首选平台

新海淘用户主要使用海淘平台

21.5%

34.1%

26.4%

32.0%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海淘用户（海淘经

历在一年及一年以下）更倾向于使用网易考拉海购进行海淘，有

34.1%的新用户主要使用的海淘平台为网易考拉海购。艾媒咨询分

析师认为，海淘市场的容量扩展靠新海淘用户，网易近年发力电商

平台，以平台商品质量保障和良好服务在市场上建立口碑，占领新

海淘用户市场。



日韩欧美成最热海淘原产地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海淘用户倾向于海淘日韩

欧美地区的商品，其中选择日本地区商品的用户比例高达43.9%。消费

者在日韩地区海淘洗护用品较多，而在欧美地区海淘用户则倾向于购

买营养保健品及母婴用品。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日韩欧美等发达地

区的商品质量相对有保障，更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在不同地区海淘

品类也有所区别，日韩地区时尚潮流更符合消费者偏好，其洗护、服

饰类商品更受欢迎，而欧美地区母婴及保健品品牌更具知名度，海淘

消费者更倾向于消费欧美地区的此类商品。

38.5%

25.2%

43.9%

日本品类TOP3

美容彩妆/洗护用品/营养保健

38.8%

韩国品类TOP3

洗护用品/服饰箱包/食品饮料

22.4%

德国品类TOP3

洗护用品/母婴用品/营养保健

法国品类TOP3

美容彩妆/母婴用品/营养保健

美国品类TOP3

营养保健/箱包服饰/母婴用品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商品质量成海淘原产地选择第一考虑因素

0.3%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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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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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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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质量

2017H1中国海淘用户原产地选择考虑因素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商品质量和商品风格是海

淘用户海淘原产地选择最为考虑的因素，分别有36.6%及27.8%的海淘

用户选择商品原产地时比较看重商品质量和商品风格。艾媒咨询分析

师认为，商品质量仍然是海淘用户进行海淘时最为重视的因素，而许

多发达国家知名品牌的商品质量普遍较好，中小型商品企业国内市场

知名度不高，用户对不同地区的品牌商没有特别偏好。



海淘用户跨境电商平台选择考虑因素分析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用户选择跨境

电商平台考虑其正品保障能力。平台知名度（52.1%）、商品品类

丰 富 度 （ 42.3% ） 、 品 牌 覆 盖 度 （ 24.6%） 及 新 品 更 新 速 度

（23.3%）同样是用户重要考虑因素。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正品

保障度一直是用户海淘最为关注的因素，而消费升级浪潮下，用户

消费将更注重满足自身个性化需求，对商品品类、品牌丰富度及新

品更新速度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

4.1%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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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跨境电商平台受青睐

自营为主的海

淘网站, 57.4%

平台为主的海

淘网站, 26.2%

没特别偏好,  

16.4%
质量管控：51.7%

强专业性：48.4%

商品严选：34.6%

价格优惠：28.0%

售后服务：14.3%

物流速度：11.0%

2017H1中国海淘用户平台使用分布

选择原因分布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57.4%的海淘用户青睐

使用自营跨境电商平台，其中51.7%的用户选择自营跨境电商的原

因是平台质量管控能力强，同时分别有48.4%及34.6%的用户认为

自营平台具有较强专业性且能对商品进行精挑细选。艾媒咨询分析

师认为，目前国内海淘消费者对商品质量要求较高，自营为主的跨

境电商网站如网易考拉海购等在平台商品质量监管上具有优势。要

迎合消费者日益渐长的个性化需求，平台商品选品方面的能力也决

定这期未来发展空间，而自营为主的海淘网站在这方面也具有一定

优势。



网易考拉海购正品信任度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平台 信任度

网易考拉海购 38.2%

亚马逊海外购 29.5%

小红书 26.8%

蜜芽 16.7%

达令 14.3%

波罗蜜 7.0%

丰趣海淘 6.3%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38.2%的手机海淘用户认

为网易考拉海购是商品正品保障最值得信赖的跨境电商自营平台，

亚马逊海外购（29.5%）和小红书（26.8%）分列二三位。艾媒咨询

分析师认为，自营跨境电商平台在商品质量把控上具有优势，而网易

考拉海购更是凭借网易带来的品牌认知度和资源优势，在正品保障上

更受海淘消费者信赖。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自营平台正品信任度排名



资源优势助网易考拉海购市场满意度居首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上半年自营跨境电

商满意度排名中，网易考拉以8.2的分数独占头名，亚马逊海外购8.0

分紧随其后。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相较于其他跨境电商自营平台，

考拉海购依靠网易拥有资源优势，同时平台以优质商品和服务在市场

上打下良好口碑。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在商品质量上也具有较高口碑，

消费者满意度同样居高。

7.3

7.4

7.6

7.7

7.8

8.0

8.2

达令

丰趣海淘

蜜芽

波罗蜜

小红书

亚马逊海外购

网易考拉海购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自营平台满意度排名

满意度（满分10分）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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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平台加强圈占国际供应商

犬印本铺 网易考拉海购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主要平台国际品牌合作/进驻情况

2-3月

满趣健 网易考拉海购 ALDI 天猫国际

四洲集团 格格家

ASDA 京东全球购

4月

拜耳 京东全球购
天猫国际GardenofLife

5月

京东全球购德龙天猫国际A’kin



跨境电商平台加强圈占国际供应商

网易考拉海购

2017H1中国跨境电商主要平台国际品牌合作/进驻情况

5月

TAIPATEX 天猫国际Spa Treatment

蜜芽宝琪b&h

网易考拉海购

6月

花王乐而雅 天猫国际西班牙邮政Correos

京东全球购KitchenAid凯膳怡

2017上半年，各大电商平台，特别是巨头平台如网易考拉海购、天猫、京

东等都抓紧与国际品牌商合作。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上游供应链升级打

造对跨境电商平台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消费者海淘个性化需求增强，对商

品品牌和品类的选择正在拓宽，随着海淘消费群体不断壮大，跨境电商扩

网易考拉海购Libresse轻曲线

展与国际品牌的合作已成为战略必需。



网易考拉海购：品质品牌合伙人

网易2016年财报显示其2016年总收入及净利润均创新高，而2015

年1月才上线的网易考拉海购成为推动网易增长的主要引擎。网易考

拉海购是以自营直采为主要业务的跨境电商平台，凭借优秀的商品

质量保障和良好的服务在市场建立口碑。进入2017年，网易考拉海

购加强平台建设和加强供应链优势布局，在保持亚洲地区布局优势

的同时开展与欧洲地区品牌商的战略合作。

品牌合作升级

欧洲招商会 澳新地区招商会

在日韩、澳洲、欧洲等地区广泛开展战略布局，欧洲、澳新地区招商会

与多家当地知名品牌签订合作协议。

加大投入，未来3年在欧洲投入30亿欧元直采当地优质商品。

帮助海外企业品牌在中国推广，助力其在中国市场建立品牌感知。



网易考拉海购：品质品牌合伙人

打造平台质量

质量监管

- 商品溯源、第三方检验、

品牌方共建等活动保障平

台商品品质；

- 与国家监测中心在信息互

通、数据共享、质量共治、

协同处置等机制共建及信

息发布进行质检合作；

物流配送

- 在英、法、西、意、澳等

地广泛布局，扩大海外直

邮仓和集货仓布点；

- 通过升级“瑞麟”、“祥

龙”等物流云系统和保税

区仓储布局扩大“次日达”  

服务覆盖范围；

品牌推广

直邮自采减轻海外品牌商运营负担，让

其专注保障商品生产品质；媒体型电商

优势助力宣传， “超级品牌日”活动，

通过合作互动活动在平台进行品牌推广；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网易考拉海购上半年度加强与产业链上游品牌供应商

合作，同时优化配送服务及平台监管质量，平台运营往品牌和品类拓展方向

发展。与全球品牌商战略合作既有利于海外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广，也有助网

易考拉海购平台扩大品牌量，满足海淘消费者日益旺盛的个性化需求。



天猫国际：服务一亿新中产

切中消费升级潮 服务一亿新中产

在2017年4月18日天猫国际举办的全球商家大会上，总经理刘鹏透露天猫

国际未来发展目标：服务1.17亿新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是目前海淘主要

消费人群，对商品质量及个性化有较强需求。对于该消费群体的争夺，天

猫国际正在切合国内消费升级热潮进行战略布局。

从消费习惯、选

品要求、服务体

验上全方位满足

新中产阶层

平台服务上需要做

到全球同步、原产

地溯源、次日达

全球同步

大数据

商家合作

平 台 入 驻 的

63 个 国 家 推

出的新品都能

第一时间在天

猫国际上线

原产地溯源

呼吁全球品牌

共创可信赖、

可溯源的全球

供应链体系

实现物流全链

路可溯源，为

海淘消费者带

来质量保障

次日达

通 过 数 据 筛

选商品

将商品集中在

相应地区仓库

海淘商品次日

达，目前试水

江浙沪地区



天猫国际：服务一亿新中产

天猫国际上半年度的动作与天猫平台目前战略布局切合，平台打造更加

贴合用户升级消费需求。天猫国际利用阿里电商行业资源和数据优势，

更全面地升级用户服务体验。同时为海外品牌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技术和

平台上全方位支持，吸引更多供应商。

分析师观点

建设海外品牌进军中国市场首选平台

通过阿里巴巴大平台生态链上的支付、数据、选品、供应链和物流的合作，为海

外 品 牌 提 供 全 方 位 赋 能 ， 助 力 它 们 进 军 中 国 市 场 。 如 天 猫 国 际 的 Tmall

Discovery美国现场通过和四大产区三大产业的合作助力美国企业开展中国市场。

Tmall Discovery美国现场

水果生鲜

珠宝服饰

高新科技

通过天猫供应链 及物

流支持， 生鲜商 品送

达时间大大缩短。

大数据支撑精准 构建

用户画像， 助力 企业

中国市场规模扩大。

合作设立新品实验室，

提供平台帮助高 新企

业触达用户。



格格家：深耕食品垂直领域

格格家作为食品类垂直电商，以经营跨境进口食品为主，业务主

要为保税直营+直采模式。2016年10月获A+轮融资，目前战略布

局主要是优化企业上下游两端业务，未来继续深耕食品垂直领域。

前身燕窝销量

第一的 “ 燕格

格 ” 淘宝店 ，

积累海外 供应

链资源优势

严苛 选品 标准 ，

全 球 精 选 出

5000+SKU 放

置平台售卖

2017 年初 日本

设立 分公司 ，

提高集货速度

上游

针对平台主要

用户高端女性

群体 ， 发力 网

红电商

“ 格格家供应

链 ” 平台拓展

B2B业务

打造格家果坊、

九物家等 自有

品牌 ， 建立品

牌感知度

下游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4.5

4.6

4.6

平台运营
4.7

战略布局

市场
4.8

用户体验

物流

跨境电商平台综合竞争力评分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像网易考拉海购、天猫国际等跨境电商平台由

于背靠资源丰富的企业网易、阿里，在扩展平台商品品类和国际商家

合作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也能依靠强供应链打造提供优质物流服务。

而其他细分垂直平台则主要依靠平台运营和用户体验方面吸引海淘消

费者，未来针对自身平台主要消费群体继续精化业务是重要发展方向。

3.8

3.9
4.2

3.7

平台运营

4.5

战略布局

市场用户体验

物流

4.2

3.8

3.4

4.5

3.9

平台运营

战略布局

市场用户体验

物流 4.6

4.5

4.4

4.7

平台运营

4.5

战略布局

市场用户体验

物流

注：从平台运营、战略布局、市场、用户体验、物流五个维度进行专家评分，

战略布局主要考量四家企业在国际品牌合作和品类拓展方面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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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综合与垂直跨境电商平台各有隐忧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综合型平台在物流运营经验上具有优势，但

随着平台不断扩充各垂直领域的电商布局，而各自领域面对消费对

象不同，服务过多反而不具备自营电商深耕优势；而垂直单一品类

的跨境电商平台，能够大规模采购同品类商品并集中仓储，成本控

制上具有优势，但单一品类对利润控制要求较高；背靠巨头的海淘

垂直平台如网易考拉海购，在体量上具有优势可拓展更多商品品类，

从而有效平衡高低收益品类的利润差异，并有利于提高用户粘性，

但更多的品类对仓储和物流要求更高，会带来成本上增加。

质量把控成行业主要着眼点

消费者海淘主要原因是对高质量商品的追求。海淘热卖品类如母婴

类产品对商品质量的要求更高，加上2017年“3.15晚会”曝出日本

核污染食品流入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商品质量把控成为重点关注领

域。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近年政府及跨境电商平台都加强对海淘

商品的质量监管，未来将有监管措施及行业规范出台，监管将更为

严格。同时平台对商品监管的把控也趋向于成熟，品牌溯源和第三

方检验逐渐成为平台标配，提高海淘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信心。



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圈占供应商为各家平台战略布局重要环节

进入2017年，各大跨境电商平台加强与海外品牌的合作，圈占供

应商成为各平台战略布局重要一环。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国内

海淘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日益明显，除了商品质量外，跨境电商平

台需要覆盖更多商品品类和品牌来满足消费者。为了抢占市场先

机，各平台未来会继续加强上游供应链建设，扩大与国际品牌的

合作并扩充商品品类。

消费升级潮流助力海淘市场高速发展

目前中国消费者消费升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优质商品、

丰富商品品类、商品正品保障度已成为消费者极为关注的痛点。

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引入高质量海外进口商品获得国内消费者的青

睐，未来跨境电商行业将持续高速发展。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

未来跨境电商行业商品多样化趋势会更加明显，通过加强和国内

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大量中小型海外优质品牌得以进入中国市场，

满足消费者的同时，这些品牌也迎来极大发展空间。

跨境电商用户体验持续升级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跨境电商平台加强平台质量和服务，升级

供应链物流布局，未来跨境电商用户体验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消

费者的海淘消费将与日常生活形成更强联系。用户品牌体验将日

趋同步，水果生鲜等特殊商品有机会第一时间运输至国内，未来

用户将更大程度上享受到与国外相同的价格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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