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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千帆说明

l 千帆分析全国网民，分析超过99.9%的

APP活跃行为。

l 千帆行业划分细致，APP收录量高，分析

45领域、300+行业、全网TOP 4万多款APP。

l 千帆是数字化企业、投资公司、广告公司

优选的大数据产品，2015年至今累计服务客

户数量400+。

分析定义及分析范畴

分析定义与分析方法

l 分析内容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

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

管的深度访谈，以及易观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

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

l 分析内容中运用Analysys易观的产业分析

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

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以及厂

商的发展现状。

l 分析范畴划定：本分析内容主要针对中国共享

充电宝行业进行分析，分析中的共享充电是指由厂

商提供充电租赁设备，用户以租借形式使用，充电

成功后归还的一种共享经济模式。

l 本分析涉及的关键字：共享充电宝、共享经济；

l 本分析内容所分析的国家和区域：主要包括中

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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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共享充电宝是共享经济产物之一，2017年，在共享经济起飞、4G时代手机依赖度上升但续航不足的需求背景下迎来大爆发，并在资本的
狂热追捧下开启野蛮生长。在经历了年中混战、年末骤冷以及2018年的行业调整之后，于2019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行业发展：共享充电宝行业历经风口考验，进入中盘调整期

共享经济大热之势下，共享充电

宝行业进入投资爆发期，行业热

度也快速升至顶峰。

获资本市场青睐
乐电、小宝充电、放电科技、河

马充电等多位玩家走到项目清算

阶段，其中不乏已获融资的企业。

激烈的竞争与淘汰 2018年，在资本市场萧条、共享经济

遇冷的背景下，行业融资进度接近停滞，

仅少数头部厂商进入A轮后融资。

资本寒冬加速洗牌
经历爆发、洗牌、分层等阶段后，竞

争差距进一步拉大，部分头部企业实

现盈利，进入加速抢占市场阶段。

行业进入关键发展期

爆发期 淘汰期

寒冬期
发展期

2016年12月—2019年12月共享充电宝百度指数

整体
背景

资本
支撑

厂商
发展

2017年上半年 2018年 2019年

共享模式大热，分时租赁成风口；4G网络
与智能手机持续发展，手机续航问题显现

泡泡充电、放电科技等新玩家相继进入，
厂商开始大面积铺设设备，增加业务覆盖

短视频、资讯、社交、游戏等APP和手机支付的发展
使网民对手机依赖程度提高；资本市场寒冬期到来

5G时代开启，AR/VR、全面屏等的发展将
对手机电量带来更高要求

资本从4月开始加速涌入，多家新创企业
获早期融资，上半年融资达20笔以上。

2017年下半年

盈利模式不通、行业竞争激烈等多方问
题下，十几家厂商陆续宣布业务停运

共享单车问题频发，本就被质疑为“伪
需求”的共享充电宝行业也受到影响

部分头部基本实现盈利，厂商竞争升级至
场景深度、技术、流量变现能力等层面

共享充电宝行业虽然受到冲击，但经过市场考验的厂
商们在教育用户、市场推广等方面稳步前进

共享充电宝行业投资数量进一步缩减，怪兽充电和小
电科技获分别获B轮、B+轮投资，金额均达亿元级别。

部分厂商积极筹备融资事项，但目前资本
市场对于共享充电宝行业仍持观望态度

资本热度开始呈现消退趋势，融资数量
较上半年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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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分析：集中爆发后资本趋于谨慎，仅头部厂商进入后期轮次
l 共享充电宝行业在2017年上半年尤受资本青睐，约50%的融资事件都集中发生于2017年4月至5月，且以早期轮次为主。此后，在共享经

济盈利模式未通、资本寒冬来临的背景下，行业资本热度迅速减退，仅怪兽充电、小电科技等头部玩家获资本支撑，进入A轮后融资。

2017年共享充电宝行业融资统计分析

数据说明：①数千万、数亿元按照三千万、三亿元统计；②美元按照融资信息公布当日汇率换算。

时间 厂商 轮次 金额 主要投资方

2018/2/2 畅充科技 A轮 3600万人民币 游族网络董事长
兼CEO林奇

2018/3/22 小电科技 B+轮 数亿人民币 未披露

2018/12/31 怪兽充电 B轮 3000万美元 高瓴资本、干嘉伟、
新天域资本、小米科技

2018-2019年共享充电宝行业融资事件

www.analysys.cn数据来源：IT桔子、企查查、投融界等网站及企业访谈·易观整理

2017-2019年共享充电宝行业融资轮次分布

B轮前融资
占比合计

86.1%

Ø 2017年4月起，行业资本热度攀升，第二季度共计发生20笔融资，总额达
12.3亿元。2017年下半年共享经济转冷，融资数量开始大幅减少。2018年
资本寒冬期中，部分厂商以业务覆盖优势和盈利可行性再获资本认可。

Ø 2017年是行业爆发年，厂商以新创企业为主，融资多为天使轮。此后，能
够进入A轮以后轮次的仅有怪兽充电、小电、街电（被收购）三家头部厂商。

Ø 对于厂商发展而言，在2017年，融资支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于覆盖前期的
成本投入并支撑运营。2019年，部分头部厂商已经实现盈亏平衡，在持续
运营层面上对于融资的依赖性在降低。但对于进入到业务推广阶段的头部
们而言，如果能在这一阶段成功获投，将有利于自身加快线下设备铺设、
提升业务扩张速度，从而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

数据说明：图表中融资金额为公开披露数据，未披露金额的融资不统计在内。

3       2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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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IP合作、跨界联合等创新营销模式为行业注入新血液
l 文化内容产业发展带来IP热潮，共享充电宝行业头部厂商也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开展明星合作、影视IP合作等，将明星效应、IP衍生内容

与自身的品牌营销相融合，一方面通过定制化产品、创意营销内容增强品牌曝光度和知名度，基于IP粉丝资源为自身引流；另一方面，发
挥自身的流量入口功能，助力合作方进行宣发，最终实现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和营销共赢。2019年，在怪兽充电、来电科技等头部品牌
的发力下，行业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跨界营销案例，其关键成功要素是基于内容创新与定制化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闭环。

怪兽充电营销案例分析

明
星
联
名
合
作

专
辑
发
布

推出线上系列任务、定制
式互动活动与福利，增强
用户参与的积极性，活动
曝光量达到千万级别。

2019年8月，与吴青峰合
作推广其新专辑《太空人》

2019年10月，与王嘉尔合
作推广其新专辑《mirrors》

演
唱
会

依据艺人需求定制设计
（自身IP、演唱会等），
结合线上推广与线下主题
展览完成闭环营销。合作
艺人包括华晨宇、鹿晗、
黄子韬、刘昊然等。

IP
联
名
合
作

Marvel

打造强势跨界合作，发起线上
互动及线下活动，带来曝光量
和活动期间活跃用户增长。

来电科技营销案例分析

网易NeXT2019
春季赛

Ø 合作游戏电竞、电影、时尚、音乐节、博览会、动漫等大
型活动，定制活动/赛事主题充电宝，为活动/赛事现场参赛
者、表演者与观众提供充电服务，并基于自有媒介资源为
活动提供支持。用户体验层面，来电科技通过和多品牌的
联动为用户打造多元化社区并提供专属福利。

2019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携手《王者人生》APP
打造游戏开黑圣地

LINE FRIENDS 

黄子韬 2019 IS BLUE演唱会2019华晨宇火星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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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共享充电宝行业代表厂商市场竞争力分析
2019年共享充电宝企业竞争格局象限图

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第三梯队

高

低

高低 厂商业务拓展

厂
商
运
营
能
力

l 选取共享充电宝行业中7家代表厂商进行评估。
目前，怪兽充电在运营能力和业务拓展情况的
综合维度上领跑全行业，与小电科技、街电共
同占据行业第一梯队地位。其中，怪兽充电加
速推进品牌、商家合作，并成功探索出创新型
营销模式，在2019年大幅推进了资源和份额
的提升，实现追赶。目前，第一梯队厂商基于
自身的用户资源、设备投放规模和多元化的盈
利模式保障了盈亏平衡的实现，正通过加速布
局线下证明自身的规模化扩张能力。

l 在一众共享经济模式中，共享充电宝曾因进入
成本相对较低而属于低竞争壁垒行业，但随着
近年来厂商对于线下场景布局的争抢，竞争维
度趋于多元，使得先发优势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后续新玩家的进入壁垒持续上升。未来，随着
头部厂商对于场景布局的完善、5G时代对充
电宝产品技术要求的提高，竞争将进一步升级，
推动行业集中度增强。

© Analysys 易观 www.analysys.cn

怪兽充电

街电

小电科技来电科技
云充吧

咻电

数据说明：气泡大小代表厂商的综合竞争能力，结合厂商运营能力和厂商业务拓展评分计算，
并采用min-max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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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 权重

厂商运营能力

品牌影响力 从品牌知名度、用户口碑等维度进行评价。 30%

营销能力 从厂商的营销活动频率、效果和创新性等维度进行评价。 30%

渠道能力 从厂商的渠道推广、触达用户能力等维度进行评价。 40%

厂商业务拓展

用户情况 从累计用户规模、用户粘性等维度进行评价。 30%

业务覆盖 从业务覆盖城市、共享充电宝的商户投放点位数量（POI）等维度进行评价。 30%

业务成交 通过成交总额 (GMV)进行评价。 40%

评价模型指标构成及指标含义说明

Analysys易观综合上述指标对共享充电宝行业2019年处于第一梯队的三家厂商的现有优势进行如下综述：

l 怪兽充电：作为“三电一兽”中入局相对较晚的厂商，怪兽充电在2019年通过发力场景扩张、深化垂直合作等方式快速增加铺设点位
数量，并推进三、四线城市覆盖，从而实现用户和营收的快速增长。目前，怪兽充电已经在营销能力、渠道能力和业务规模等方面达
到了行业第一的地位。

l 小电科技：小电科技在2019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其累计用户规模和业务覆盖城市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目前，小电已经在用户资源和
设备投放网络密度方面形成优势，为其发展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充电生态网络奠定了基础。

l 街电：街电是最早入局的品牌之一，2019年继续保持稳定的市场覆盖。随着对“共享充电宝+”赋能战略的持续推进，街电进一步加
强了触达用户的能力。在行业进入市场抢占阶段、免押金成为主流趋势的背景下，以全新品牌战略推进行业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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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兽充电 小电科技 街电 来电科技

成立时间 2017年5月 2016年12月 2015年11月 2014年8月

融资进度 B轮  3000万美元 B+轮 数亿元人民币
2017年8月，聚美优品完成对

深圳街电科技的收购
A轮  2000万美元

业务覆盖 1000+城市 1000+城市 300+城市（截至2018年12月） /

主要产品
小型柜机、大型柜机、

组合充电柜
小型柜机、大屏柜机

小型柜机、大型柜机、组合充电
柜、大屏充电终端

大中小机柜、大屏机

产品认证
移动电源新国标、

CCC、SRRC、Qi、RoHs认证
CCC、CQC、CE认证 CQC、UN38.3认证 CQC、CCC、UN38.3等认证

用户 2亿+ 2亿+ 1亿+（截至2018年12月） 1.2亿+

投放情况 约500万充电宝 约400万充电宝 约300万充电宝 约150万充电宝

场景布局
商务、出行、旅游、社区、
文娱、餐饮、医疗等场景

 商圈、餐饮、影院、酒店
等高频消费场景

泛娱乐、出行、餐饮、
公共场所等

餐饮、娱乐、商场、
机场、景点、医院等

供应链合作 小米、紫米 / / 飞毛腿

技术应用与
创新

自主研发物联网底层通信协议；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

智能微电脑控制技术 创新PoweriQ智速充科技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海外及行业

底层专利共计99项

共享充电宝行业代表厂商竞争格局概述

备注：无特殊说明的数据为2019年数据；数据根据企业深度访谈、厂商其他公开信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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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商户合作，深度覆盖各大高频消费场景

怪兽充电：多维优势推动快速增长，积极拓展合作巩固领先地位
l 怪兽充电成立于2017年5月，获顺为资本、小米科技、高瓴资本、清流资本等多家资方支持。目前，怪兽充电已形成了多元产品体系和良

好的商业运营能力，并基于此迅速扩张业务、开展合作与营销，实现了用户规模、市场份额和营收的大幅增长，稳居行业领先地位。

业务现状 破局方向形成产品、用户和运营等层面的多维优势

明星/娱乐合作数

60+
用户规模增长

20倍
城市覆盖增长

13倍

发展定制产品，推进优质商户、品牌合作，多渠道触达用户

多元化产品体系

丰富的用户资源

超2亿用户

98.2%调研满意率

高比例一线客群＆年轻人群

商业模式具有完备性

直营+代理模式＆多方位赋能支持

租赁付费收入＆免押金

线上广告&线下广告收益

创新营销与合作

线上线下品牌营销＆活动运营

明星联名＆IP联名＆影视合作

政府商务合作＆品牌、商户合作

大、小型柜机＆组合充电柜

小米供应链生产＆ CCC等多项认证

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平台监控

结合用户和商户需求特点研发定制化产品

怪兽充电近两年业务发展：
合作明星宣发、影视IP等，开展定制化营销

数据说明：根据公开信息与企业访谈计算

1

2

3

产
品
定
制

商
户
合
作

品
牌
合
作

明星专属充电宝 活动定制充电宝

提升营销效果，打造产品差异性

业务扩张，增强资源综合实力

提高知名度，发挥流量入口作用

活动定制机柜

上海浦东机场 绿茶餐厅洲际酒店南昌地铁站 避风塘

国际进口博览会 云栖大会草莓音乐节《一出好戏》《陈情令》

 

------------------------------------------------------------

http://ipoipo.cn/


2019-12-19 15数据驱动精益成长

小电科技：加速布局核心消费场景，精细化运营深化服务体系
l 小电科技作为行业内头部厂商，基于对大型商圈、购物中心、餐饮、影院等高频消费场景的布局，加速深耕一、二线城市市场，进一步

拓宽共享充电消费场景、提升设备投放密度。 2019年，小电的全国业务实现规模化增长和高速扩张，市场份额保持稳步提升。

发力合作、代理、下沉，多维度推进场景扩张

推进场景覆盖与活动营销

Ø 签约汉堡王、万达影城、苏宁易购等品牌并开
展跨界营销；入驻大量交通枢纽、星级酒店和
国家重点旅游景区。

加速扩张本地代理市场

Ø 加速向重点城市招募代理商，并以分成及全面
扶持政策吸引加盟。

深耕重点城市，加速市场下沉

Ø 发力北上广深、成都、西安、武汉等重点城市
市场，同时持续向三、四线城市下沉。

推进免押金租借，提升用户使用率

Ø 小电在与微信支付分试点开通微信免押租借后，
迅速推广至全国320座城市。

发
展
趋
势

Ø 小电通过加码落地各核心垂直消费场景市场投放、

扩展城市代理商和城市覆盖，综合点、线、面层次

进行市场扩张，加速构建共享充电生态网络。

精细化运营战略结合大数据营销，实现业务快速发展

• 目前，小电已经打造出自身的产品体系，并基于用户需求持续迭代。小电
通过对大型消费与公共场景的布局和精细化运营战略，形成了稳定的运营
能力，并基于大数据挖掘线上线下营销价值，探索流量变现。

大型柜机
小柜机

移动充电宝 桌面充电宝

打造专属小电云，依托小电物联网云提供支持

购物中心连锁餐饮

酒店 交通枢纽

结合产品形态投放场景

大数据分析明确投放策略
用
户

以精细化运营支撑业务发展

大型、高频消费场景为主持续更新迭代的多元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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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电：基于“共享充电+”整合优势资源，推进自身品牌升级
获得IDG资本、欣

旺达领投的A轮融资
聚美优品完成对
街电科技的收购

获来自聚美优品的
3亿元战略投资

覆盖城市突破200；
累计用户突破2800万

由海翼股份孵化

日峰值订单达120万
累计用户突破6000万

2017.03

2015年 2017.05

2017.08

2017.12

2018.03
发展历程

日峰值订单达180万
累计用户突破亿人

2018.12

街电通过对会员体系、线上线下融合的多方面探索，形成“街电+商家+用户”生态

代理合作产品体系 应用场景

Ø 培训支持

Ø 业务技能支持

Ø 团队培养

Ø 运营支持

Ø 客服支持

赋能代理方

桌面充电柜

组合充电柜

大屏充电
终端

移动电源

娱乐

出行

餐饮

公共场所

品牌合作

• 线下流量入口

• 推动对品牌方赋能战略

• 串联用户工作、生活场景

• 整合双方资源优势

• 定制综合解决方案

品牌理念升级

“精彩生活、随时
随地”的品牌理念，
塑造品牌调性

打造品牌

竞争优势

推进布局与赋能

深化共享充电宝全
场景布局，持续推
进赋能战略

流量
整合

升级
品牌

场景
深度合作

优化升级服务体验，加深场景合作，打造竞争优势

• 新LOGO

• 品牌理念

• 体现品牌文化

• 提升运营能力

     和服务价值

• 全景式布局

• 线上线下入口

的打通和流量

的整合

“共享充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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