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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 2016-2020年中国餐饮O2O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七章。报

告介绍了餐饮O2O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餐饮O2O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餐饮O2O行业的

现状、中国餐饮O2O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餐饮O2O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

餐饮O2O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餐饮O2O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餐

饮O2O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餐饮业一直以来都是O2O实践的热土，从2011年的团购爆发增长开始，餐饮O2O吸引了

大量的创业团队和产业资本的进入。与传统餐饮相比，餐饮O2O具有成本低、影响力大、凭

借大数据等技术掌握市场需求，加速餐饮行业创新等优势。目前，餐饮行业正在进行深度转

型，且城市生活中外出就餐或叫外卖的消费模式已经成熟，这成为餐饮O2O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中国餐饮O2O市场正逐渐步入快速发展期，2010年中国餐饮O2O行业市场规模只有92.2亿

元，到2014年市场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46亿元。5年时间，市场扩大10倍不止。2015年是餐

饮O2O集中爆发的一年，餐饮企业短兵相接、资本争相投资，目前除了由巨头美团、大众点

评等领衔的外卖O2O占有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另外从细分市场出发的餐饮O2O也开始纷纷

杀入市场。

　　过去十年，我国餐饮O2O经历了点评、预定、团购、外卖、连锁餐饮等五大模式，目前

团购、外卖、连锁餐饮是餐饮O2O实践的主流模式。行业代表性企业包括：美团、大众点评

、百度糯米、饿了么、到家美食汇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餐饮行业市场规模为2.79万亿，餐饮O2O市场渗透率仅

为3.5%，今后随着餐饮O2O渗透率的提升和整个餐饮行业的回暖，预计未来3-5年餐饮O2O市

场有望维持30%以上的年增长率。

第一章　O2O概念界定及发展水平分析

　　1.1　O2O相关概述

　　　　1.1.1　基本定义

　　　　1.1.2　平台分类

　　　　1.1.3　发展历程

　　　　1.1.4　关键因素

　　　　1.1.5　运作流程

　　　　1.1.6　价值与优势



　　　　1.1.7　发展趋势

　　1.2　餐饮O2O定义及价值

　　　　1.2.1　概念解析

　　　　1.2.2　平台定义

　　　　1.2.3　应用分类

　　　　1.2.4　核心价值

　　　　1.2.5　效益分析

　　　　1.2.6　起源发展

　　1.3　O2O市场发展水平评估

　　　　1.3.1　行业产生发展

　　　　1.3.2　行业发展进程

　　　　1.3.3　市场规模现状

　　　　1.3.4　行业应用覆盖

　　　　1.3.5　应用成熟状况

　　　　1.3.6　市场格局分析

　　　　1.3.7　区域发展水平

第二章　2013-2015年餐饮O2O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2.1　经济环境

　　　　2.1.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2.1.2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2.1.3　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2.1.4　经济环境促使餐饮O2O变革

　　2.2　政策环境

　　　　2.2.1　O2O行业面临政策利好

　　　　2.2.2　&ldquo;互联网＋&rdquo;政策出台

　　　　2.2.3　餐饮行业政策法规分析

　　　　2.2.4　国家鼓励餐饮O2O发展

　　　　2.2.5　网络食品交易纳入法律监管

　　2.3　行业环境

　　　　2.3.1　餐饮行业市场规模

　　　　2.3.2　餐饮行业经营状况

　　　　2.3.3　餐饮行业运行特征



　　　　2.3.4　餐饮行业转型发展

　　　　2.3.5　餐饮行业发展趋势

　　2.4　社会环境

　　　　2.4.1　居民收入水平分析

　　　　2.4.2　居民网络普及情况

　　　　2.4.3　移动互联网应用情况

　　　　2.4.4　移动支付发展状况

　　　　2.4.5　餐饮O2O社会需求

　　2.5　技术环境

　　　　2.5.1　O2O引发互联网业变革

　　　　2.5.2　O2O平台技术寻求创新

　　　　2.5.3　O2O技术研究方向分析

　　　　2.5.4　O2O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贡献

第三章　2013-2015年国外餐饮O2O市场发展分析

　　3.1　国际餐饮O2O市场现状

　　　　3.1.1　市场格局分析

　　　　3.1.2　投资并购状况

　　　　3.1.3　企业融资情况

　　3.2　重点区域餐饮O2O市场

　　　　3.2.1　美国

　　　　3.2.2　欧洲

　　　　3.2.3　日本

　　　　3.2.4　印度

第四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O2O市场发展分析

　　4.1　中国餐饮O2O行业发展综述

　　　　4.1.1　行业演变历程

　　　　4.1.2　行业发展基础

　　　　4.1.3　行业基本状况

　　　　4.1.4　行业热点分析

　　　　4.1.5　发展特征分析

　　　　4.1.6　行业现行态势

　　4.2　中国餐饮O2O市场运行状况



　　　　4.2.1　市场发展态势

　　　　4.2.2　市场运行特征

　　　　4.2.3　市场运行趋势

　　　　4.2.4　市场发展风向

　　4.3　2014-2015年餐饮O2O市场规模及结构

　　　　4.3.1　市场规模分析

　　　　4.3.2　交易规模分析

　　　　4.3.3　用户规模分析

　　　　4.3.4　市场结构分析

　　　　4.3.5　市场渗透率

　　4.4　2015年餐饮O2O市场用户行为分析

　　　　4.4.1　用户区域分布

　　　　4.4.2　用户年龄分布

　　　　4.4.3　用户关注因素

　　　　4.4.4　用户访问途径

　　　　4.4.5　用户应用下载

　　4.5　中国餐饮O2O区域市场状况

　　　　4.5.1　北京

　　　　4.5.2　重庆

　　　　4.5.3　兰州

　　　　4.5.4　西安

　　　　4.5.5　嘉兴

第五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O2O企业发展分析

　　5.1　餐饮O2O企业行业布局状况

　　　　5.1.1　团购行业

　　　　5.1.2　外卖O2O行业

　　　　5.1.3　订餐O2O领域

　　　　5.1.4　菜谱领域

　　　　5.1.5　供应链行业

　　　　5.1.6　软件供应商行业

　　　　5.1.7　厨师上门行业

　　5.2　餐饮O2O企业创新成果分析



　　　　5.2.1　室内导流

　　　　5.2.2　平台深耕

　　　　5.2.3　智能终端

　　　　5.2.4　去中介化

　　　　5.2.5　物流整合

　　　　5.2.6　营销创新

　　　　5.2.7　渠道创新

　　　　5.2.8　大数据化

　　　　5.2.9　APP点餐

　　　　5.2.10　数据运营

第六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外卖O2O市场分析

　　6.1　中国餐饮外卖O2O行业发展环境

　　　　6.1.1　餐户基础

　　　　6.1.2　用户基础

　　　　6.1.3　资本基础

　　6.2　中国餐饮外卖O2O行业发展概况

　　　　6.2.1　行业发展进程

　　　　6.2.2　行业参与主体

　　　　6.2.3　行业发展态势

　　　　6.2.4　配送方式分析

　　　　6.2.5　行业发展趋势

　　6.3　第三方餐饮外卖O2O市场规模及结构

　　　　6.3.1　市场规模分析

　　　　6.3.2　市场结构分析

　　　　6.3.3　市场格局分析

　　6.4　第三方餐饮外卖O2O平台SWOT分析

　　　　6.4.1　优势（strengths）

　　　　6.4.2　劣势（weaknesses）

　　　　6.4.3　机遇（opportunities）

　　　　6.4.4　威胁（threats）

　　6.5　第三方餐饮外卖O2O平台使用行为分析

　　　　6.5.1　用户属性分析



　　　　6.5.2　外卖渠道分析

　　　　6.5.3　用户需求反馈

　　　　6.5.4　用户消费规模

　　　　6.5.5　用户消费诉求

　　　　6.5.6　外卖平台选择

　　6.6　中国主要餐饮外卖O2O平台发展评估

　　　　6.6.1　美团外卖

　　　　6.6.2　饿了么

　　　　6.6.3　百度外卖

　　　　6.6.4　淘点点

　　　　6.6.5　到家美食会

第七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团购市场分析

　　7.1　中国餐饮团购行业发展进程

　　　　7.1.1　2010-2011年：团购萌芽

　　　　7.1.2　2011-2012年：行业膨胀

　　　　7.1.3　2012-2015年：行业洗牌

　　7.2　中国餐饮团购市场运行概况

　　　　7.2.1　行业发展基础

　　　　7.2.2　市场规模分析

　　　　7.2.3　细分市场规模

　　　　7.2.4　区域市场布局

　　7.3　中国餐饮团购市场格局分析

　　　　7.3.1　市场竞争格局

　　　　7.3.2　竞争战略分析

　　　　7.3.3　竞争主体比较

　　7.4　中国餐饮团购市场前景分析

　　　　7.4.1　市场规模预测

　　　　7.4.2　细分市场趋势

　　　　7.4.3　渠道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3-2015年中国传统餐饮业O2O市场分析

　　8.1　传统餐饮企业发展O2O的背景

　　　　8.1.1　O2O是餐饮业变革的导火索



　　　　8.1.2　传统餐饮业进军O2O的好处

　　　　8.1.3　&ldquo;国八条&rdquo;促使餐饮转型O2O

　　8.2　传统餐饮业O2O市场运行概况

　　　　8.2.1　市场实践状况

　　　　8.2.2　转型升级特征

　　　　8.2.3　机遇挑战分析

　　8.3　传统餐饮企业O2O发展模式分析

　　　　8.3.1　1.0模式

　　　　8.3.2　2.0模式

　　8.4　传统餐饮业O2O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8.4.1　标准化问题

　　　　8.4.2　人才问题

　　　　8.4.3　平台制约

　　　　8.4.4　发展建议

第九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食材O2O市场分析

　　9.1　餐饮食材O2O平台分类状况

　　　　9.1.1　全国性平台

　　　　9.1.2　区域性平台

　　　　9.1.3　垂直细分品类

　　　　9.1.4　平台模式类

　　　　9.1.5　SAAS服务商类

　　9.2　餐饮食材供应链O2O标杆企业

　　　　9.2.1　青年菜君

　　　　9.2.2　筷好味

　　　　9.2.3　我厨网

　　　　9.2.4　洋葱达人

　　　　9.2.5　爱餐桌

　　9.3　餐饮后端采购O2O运营模式分析

　　　　9.3.1　重模式（自营模式）

　　　　9.3.2　轻模式（平台模式）

　　　　9.3.3　解决方案分析

　　9.4　餐饮食材O2O市场发展策略



　　　　9.4.1　供应链是重中之重

　　　　9.4.2　食材O2O系统特殊性

　　　　9.4.3　地推策略要精准及高效

　　　　9.4.4　配送环节是用户体验的关键

　　　　9.4.5　平台运营要以战略眼光高度

第十章　中国餐饮O2O商业模式分析

　　10.1　餐饮O2O商业模式演变进程

　　　　10.1.1　点评类

　　　　10.1.2　预定类

　　　　10.1.3　团购类

　　　　10.1.4　外卖类

　　　　10.1.5　连锁餐饮类

　　10.2　餐饮O2O三大主流模式比较分析

　　　　10.2.1　团购模式

　　　　10.2.2　外卖模式

　　　　10.2.3　传统餐饮堂食模式

　　10.3　2.0时代餐饮O2O盈利模式分析

　　　　10.3.1　外卖销售

　　　　10.3.2　网络商城

　　　　10.3.3　异业功能链接

　　　　10.3.4　其他盈利渠道

　　10.4　餐饮O2O典型营销模式分析

　　　　10.4.1　平民模式

　　　　10.4.2　互联网精英模式

　　　　10.4.3　个性模式

　　　　10.4.4　黑马模式

　　10.5　餐饮O2O&ldquo;最后一公里&rdquo;创新模式

　　　　10.5.1　自建物流中心学京东

　　　　10.5.2　把配送站建在小区旁边

　　　　10.5.3　聘专业人士提供上门服务

　　　　10.5.4　整合物流闲散资源提供快速服务

　　　　10.5.5　线上替人排队线下提供服务



第十一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O2O市场竞争分析

　　11.1　餐饮O2O市场竞争主体分类

　　　　11.1.1　综合型平台

　　　　11.1.2　创业型互联网公司

　　　　11.1.3　传统实体餐饮商户

　　11.2　餐饮O2O市场三大阵营竞争实力

　　　　11.2.1　团购网站

　　　　11.2.2　在线外卖平台

　　　　11.2.3　在线准成品平台

　　11.3　餐饮O2O市场竞争形势分析

　　　　11.3.1　市场呈现&ldquo;马太效应&rdquo;

　　　　11.3.2　后台上演技术争夺战

　　　　11.3.3　集团作战拉开序幕

　　　　11.3.4　企业竞争走向细分

　　　　11.3.5　中小企业出局加速

　　11.4　餐饮O2O市场互联网企业竞争行为

　　　　11.4.1　互联网企业蜂拥餐饮O2O

　　　　11.4.2　互联网企业聚焦在线外卖

　　　　11.4.3　BAT投资布局战略分析

　　11.5　餐饮O2O创业平台竞争突围方式

　　　　11.5.1　结合线上产品重构店内服务场景

　　　　11.5.2　以专线模式颠覆外卖配送

第十二章　2013-2015年国外餐饮O2O市场典型企业案例分析

　　12.1　点评网站：Yelp

　　　　12.1.1　企业发展概况

　　　　12.1.2　经营状况分析

　　　　12.1.3　运营模式分析

　　　　12.1.4　盈利模式分析

　　　　12.1.5　企业发展经验

　　12.2　团购网站：Groupon

　　　　12.2.1　企业发展概况

　　　　12.2.2　经营状况分析



　　　　12.2.3　运营模式分析

　　　　12.2.4　盈利模式分析

　　　　12.2.5　企业发展经验

　　12.3　餐厅预订网站：OpenTable

　　　　12.3.1　企业发展概况

　　　　12.3.2　经营状况分析

　　　　12.3.3　运营模式分析

　　　　12.3.4　盈利模式分析

　　　　12.3.5　企业发展经验

　　12.4　在线外卖平台：GrubHub

　　　　12.4.1　企业发展概况

　　　　12.4.2　经营状况分析

　　　　12.4.3　盈利模式分析

　　　　12.4.4　竞争优势分析

　　　　12.4.5　企业发展经验

　　12.5　在线外卖平台：Just-Eat

　　　　12.5.1　企业发展概况

　　　　12.5.2　经营状况分析

　　　　12.5.3　运营模式分析

　　　　12.5.4　盈利模式分析

　　　　12.5.5　企业发展经验

第十三章　2013-2015年中国餐饮O2O市场主流在线平台分析

　　13.1　美团网

　　　　13.1.1　平台简介

　　　　13.1.2　经营状况分析

　　　　13.1.3　运营模式分析

　　　　13.1.4　发展战略分析

　　13.2　大众点评网

　　　　13.2.1　平台简介

　　　　13.2.2　经营状况分析

　　　　13.2.3　运营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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