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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的议程 

 日本自动售货机的产业现状
 自动售货机的种类
 与美国的比较

 主要趋势和课题
 饮料自动售货机的趋势
 自动服务机的趋势

 JVMA的战略和主要活动

 对中国自动售货机市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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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台数    503.5百万台 

 饮料自动售货机:  256.8万台 

 香烟自动售货机:     23.4万台 

 食品自动售货机:     6.9万台 

 券类自动售货机:     4.3万台 

 日用品杂货:              86.3万台 

 自动服务机 (*1): 125.8万台 
               (*1) 货币兑换机/各种贷款机/投币储物柜/票价调整机等 

 

<Source> 自动售货机普及台数及年度自动销售额 (2014年度版) 

日本自动售货机的产业现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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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自动销售金额 4兆9,527亿日元

日元 

 饮料自动售货机

• 销售金额: 2兆1,935亿日元

• 对象/台: 大约每50人1台 

(中国: 大约13,000人1台) 

• 利用金额:  一年17,270日元/1人

• 每台的销售额: 一年平均85.4万日元/

台 
<Source>自动售货机普及台数及年度自动销售额 (2014年度版) 

日本自动售货机的产业现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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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自販機
51.0%

たばこ自販機
4.6%

食品自販機
1.4%

券類自販機
0.9%

日用品雑貨
17.1%

自動サービス機
25.0%

総台数

5,035,600台

市场展开自动售货机的种类 

饮料自动售货机
占整体>50% 

4 <Source>自动售货机普及台数及年度自动销售额 (2014年度版) 

自动服务机 

饮料自动售
货机 

日用品杂货 

券类自动售货机 

食品自动售货机 券类自动售货机 

总台数 



自动售货机的主流为饮料：单独设置居多 

美国： 饮料和食品自动售货机的组合居多 
 以室内/办公场所为设置中心 
日本： 饮料单独设置为主流 
 室内/室外设置比例均等 
    (香烟组合设置＞食品组合设置) 

5 <Source>   自动售货机普及台数及年度自动销售额 (2014年度版) 

日本 
2014年（平成26年末现在） 

普及台数 

美国 
2013年（平成25年末现在） 

普及台数 

整体 
饮料自动售货机 食品自动售货机 香烟自动售货机 



按年分类新机出货台数 
【千台】 

饮料自动售货机出货趋势 (1) 

香烟自动售货机正式引入成
人认证「Taspo」 

雷曼危机 

香烟自动售货机大幅
降低 

东日本大地震
“Tsunami” 

6 <Source>: 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1998年达到顶峰后， 
近年新机的年出货大约 
为30万台 



【台】 
【台】 

饮料自动售货机出货趋势(2) 

为准备夏季饮料销售旺季 
3月新机出货达到顶峰 

年度出货台数的 
大约15% 

按月分类新机出货台数 

7 <Source>: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饮料自动售货机顺应需求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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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以来，节电・紧急应对型的 
  自动售货机开始普及 
 灾害应对自动售货机: 
    电源被切断的状态下，也可通过自备发电提供饮料 

 错峰自动售货机: 
    最长16小时停止冷却的状态下，依然可以24小时提供冷饮 

灾害应对自动售货机 
(自备发电) 

错峰自动售货机 
一般的 

自动售货机 



饮料自动售货机顺应需求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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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 

 无论是从儿童到老人，还是残障人士， 
  对所有人都能够方便使用的自动售货机 

 精小尺寸自动售货机: 
 为了让老人和孩子也能方便购买，降低了售货机高度。 

 万能自动售货机: 
 充分考虑各种功能的配备，为了达到毫无疑问的能被使用，在操作性·操
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亲民设计 

 自动价格自动售货机: 
 大的显示屏上，单价和热 &冷 一目了然 

精小尺寸 
自动售货机 

万能 
自动售货机 

自动价格 
自动售货机 

一般的 
自动售货机 



饮料自动售货机顺应需求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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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al 

 促进自动售货机购买欲望的各种各样的促销自动售货机 
多功能电子货币自动售货机: 
 使用交通系列·流通系列的各种货币都可购买 

 T-Point自动售货机: 
 通过购买饮料，可以取得通用的积分 

专用信用卡自动售货机: 
 通过积累积分，可以换取原创产品 

全屏显示自动售货机: 
 可以自动识别年龄·性别，显示推荐商品 

多功能 
电子货币 

自动售货机 

T-Point 
自动售货机 

专用信用卡 
自动售货机 

全屏显示 
自动售货机 一般的 

自动售货机 



变种  自动售货机 

苹果自动售货机 

香蕉自动售货机 

伞自动售货机 

文胸自动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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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市场的需求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销售各式各样
商品的自动售货机不断登场 



电子货币专用自动售货机也登场 

12 

电子货币专用自动售货机登场，1日元单位的价格设
定·促销变为可能。 

 (对繁杂的现金回收操作的效率提升方面也有贡献) 

1日元为单位
的价格设定 

现金投入口 
被封闭 



自动服务机 (无人结算装置)市场趋势 

自动票价调整机
(酒店大厅) 

自助GS 
(加油站) 

直面的课题 
 少子高龄化  ⇒ 劳动力不足 
 访日外国人增加 ⇒ 应对外国人 

市场趋势 (课题解决) 
 自动化・自助化加速 (超市/无人便利店/GS/酒店等）  
 面向外国人 兑换机・无人结算装置开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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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票价调整机 
(量贩店) 

外币兑换机 
(酒店大厅) 



访日外国游客数 (Inbound) 

<Source>: 观光厅: 国土交通部 

【千人】 

观光立国推进基本计划 
(2012年度：政府目标) 

  2016年 1,800万人 
  2020年 2,500万人 

访日外国人进一步增加⇒ 

自动服务机、自动售货机会如何变化？ 

2,500万人 

1,8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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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外国人进一步增加倾向 
⇒将自动服务机、自动售货机改变为 
   外国人可以便利使用的设备？ 
 (外语标记/语音支持等) 



JVMA的战略和主要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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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事业活动 
 环境问题的应对 
 致力于社会贡献 
 安全对策 
 未成年人对策 
 综合对策 

事业计划 
1. 节能/温暖化对策/安全对策 
2. 宣传活动 
3. 推进交易相关事业 
4. 扩大配套产业・与关联行业合作 
5. 与警察当局合作，抑制犯罪的发生 
6. 提交对行政的意见 

为了加速自动化， JVMA所承担的任务依旧沉重 

节能・地球温暖化对策 贴有地址显示标签 

局部冷却， 
无浪费冷却 

传感器控制照明时间 

这儿的地址是哪儿 

地址显示标签 



JVMA的战略和主要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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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速自动化， JVMA所承担的任务依旧沉重 

期待已久的自动售货机博物馆 此处为儿童自动售货机研究所 

在跨度大的辈分中，加强宣传活动， 
促进对自动售货机的理解、利用。 

期待
已久 自动售货机博物馆 

开馆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自动售货
机工业协会为了让大家更为
广泛的了解相关自动售货机，
2012年4月3日在群马县前桥
市粕川区，日本的首家自动
售货机博物馆【期待已久自
动售货机博物馆】开馆。 
在本博物馆中，展示有各式
自动售货机、面板、录像，
可以观赏自动售货机的历史、
环境应对、社会贡献等。 
发自内心的欢迎您的到来。 

初期的【啤酒饮料自动售货机】 免费入场 提前申请制 

路线 

·自东武铁道【赤城】站乘出租车
大约20分钟

·自北关东自动车道【伊势崎IC】
大约20分钟

我是自动售货机博士！介绍一下自动售货机的
有趣研究成果！感兴趣的研究请点击一下哦！ 

有什么样的
自动售货机？ 

世界上最早的
自动售货机是？ 

自动售货机的里
面是什么样子？ 

自动售货机
也有很多节
能的举措哦！ 

自动售货机的卖
东西之外的职能，
你可知道？ 

国外也有所谓的
自动售货机吗？ 



盗窃犯罪认定件数推移 

JVMA的战略和主要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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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JVMA活动逐渐显露出效果 

自动售货机犯罪信息网络 

纸币投入口的牢固化标准 

自动售货机牢固化 
技术标准的制定 

新500日元硬币 
发行 

<Source> 犯罪白皮书2014年版法务部 

入室盗窃 

自行车盗窃 

汽车盗窃 

店内行窃 

车上行窃 

抢劫钱包案 

自动售货机行窃 



对中国自动售货机市场的期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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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市场自动售货机处于成长期，
    同时期的日本处于成熟期 
中国市场的市场装机总量大约10万台 (截止2014年末)

中国市场:13,000人/台 ⇔ 日本市场:50人/台
即使发展到与日本市场相同的装机总量，也只有500人/台 
中国自动售货机市场，尚有巨大的可能性 

 (时间) 
(
安
装
台
数） 

中国 
自动售货机产业 

初期/引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日本 
自动售货机产业 



对中国自动售货机市场的期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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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于成长期的中国自动售货机市场的期望 

 通过自动售货机确立流通渠道 
使自动售货机成长为重要的销售渠道 

使自动售货机用户安心；质量稳定的自动售货机和定期  
  维护- 随时随地可以放心采购 

货币的稳定流通是成长的一大要因；促进稳定的货币 
   流通 – 降低地域性流通分际 

 自动售货机业界团体的宣传·游说活动 
 提高对自动售货机的认知度
 灵活运用自动售货机的社会贡献
 投入环境应对产品



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JVMA）
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中国国内自动售

货机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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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倾听。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Visit to our web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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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未来的人和自动售货机 

  一直以来     从此以后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自动售货机工业会 
日本自动售货工业

会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