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马逊和沃尔玛：
电子商务的增长与前景



简介与关键洞察

从在网上购物者心中占据的主要地位，到 庞大的物流网络，这两大电

子商务巨头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但关键的不同之处，如亚马逊的流媒

体服务和沃尔玛长期存在的实体店，使其分别面向不同的受众享有优

势。虽然亚马逊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经验领先沃尔玛近二十年，并且近

几年来增长迅猛，但沃尔玛近年来在电子商务领域呈爆炸式发展，使

其成为亚马逊为数不多的真正竞争对手之一。

本报告重点关注了各零售商的 历史如何影响其当前的成功，消 费者眼

中亚马逊与 Walmart.com 的主要区别，以及亚马逊和 Walmart.com 

的前景以及整个购物市场的前景。

亚马逊在电子商务销售和消费者偏好方面遥遥领先，但 
Walmart.com 正在迎头赶上。

• 预计到 2021 年底，亚马逊的全球电子商务收入将超过 

4,680 亿美元，而沃尔玛的全球在线收入预计将达到 750 亿美元。

• 今年，沃尔玛的电子商务的销售增幅可能达到  89%，而亚马

逊的增幅为 16%。

沃尔玛实体店颇受寻求便利性和熟悉度的客 户的欢迎。

• 选择Walmart.com 的购物者，注重其价格、提供的知名品牌

，以及在店内快速轻松取货和退货的便捷性。

• 与此同时，选择亚马逊的购物者主要被其提供的  Prime 福利

和运费所吸引。

会员计划福利的升级可能会决定亚马逊和 Walmart.com 未来的成功

和客户群体的构成。

• 亚马逊 Prime 和沃尔玛 Plus 向购物者提供类似优惠，包括

快速免费送货和产品折扣，但又各有独特的 竞争优势。

• Plus 提供加油站福利和便利的店内 结账选择，所以沃尔玛可

能会持续吸引喜欢店内购物的购物者。

• Prime 包括流媒体服务，亚马逊仍继续重点发展其智能家居

设备，因此可能在完全接受数字 购物体验的消费者中处于领先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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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我们将分析亚马逊和 Walmart.com 的发展历程，哪些关键

事件促成了其今天的成功，以及 第三方 (3P) 亚马逊卖家对沃尔玛超市

机遇的看法。

第 1 节

亚马逊和沃尔玛：收
入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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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亚马逊与沃尔玛：收入与增长

相关数字

从全球来看，2021 年，沃尔玛的电子商务收入预计将增长 89%，远超亚马逊 16% 的增幅

全球电子商务收入
*预测 $75B  Walmart.com

$39.7B  Walmart.com

$25.1B  Walmart.com

$468.8B  亚马逊

$404.4B  亚马逊

$346.5B  亚马逊

亚马逊 2021 年电子商务收入预测

$468,800,000,000
Walmart.com 2021 年电子商务收入预测

$75,000,000,000

全球第三方
卖家数量

6.3M

电子商务市场份额
美国市场

亚马逊      40.4%
Walmart.com      7.1%

全球第三方
卖家数量

114.7k

2021 年的可配送
国家/地区 亚马逊平台上 48 个

客户对应一个卖家
6 个客户100+

24 
亚马逊
Walmart.com

第三方卖家
机遇

Walmart.com 上 1,918 
个客户对应一个卖家

6 个客户

2021 年美国物流
/配送中心

150+
110 

Walmart.com
亚马逊

会员订阅
美国 2021 年数据

网站月度平均访客数
全球

每周客户数
全球

112M  Prime
8.2M  Walmart+

2.65B  亚马逊

457M  Walmart.com
300M  亚马逊

220M  Walmart
*沃尔玛实体店与  Wal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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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亚马逊与沃尔玛：收入与增长

竞争大事纪

亚马逊自成立以来就是一家电子商务零售商，而拥有近 60 年历史的沃尔玛则是通过一系列战略收购，近年才开始进军电子商务领域。

1962
Sam Walton 
创办沃尔玛

1994
亚马逊由 Jeff 
Bezos 创办，最
初是一家网上
书店

1995
沃尔玛在 50 个
州开设了 1,995 
家实体店

1998
亚马逊开始销售更
多产品（除了书籍以
外）

1999
亚马逊推出
第三方卖家
计划

2015
首个亚马逊 
Prime Day

2009
沃尔玛超市推
出部分第三方
卖家

2007
沃尔玛推出 
Site-to-Store 服
务（网上选购，
门店提货）

2006
推出亚马逊
物流 (FBA)

2005
亚马逊 Prime，在
美国推出 2 天免
费送货服务

2017
亚马逊收购
全食超市

2020
因 COVID-19 蔓延
全球，亚马逊电子
商务迎来快速增长

2021 年 7 月
Jeff Bezos 辞任亚
马逊首席执行官，
进行外空探索

I

2016
• 沃尔玛开始收购数个
电子商务品牌与平台

• 沃尔玛推出智能手机
支付平台 Walmart Pay

2017
沃尔玛向所有网上
客户提供 2 天免费
送货服务

2020
• 沃尔玛推出物流
服务与沃尔玛 Plus

• 沃尔玛超市面向
更多第三方卖家开放

• 沃尔玛首
次举办“黑色星期
五促销日”活动

2021 年 3 月
沃尔玛超市面向
美国境外的第三
方卖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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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亚马逊与沃尔玛：收入与增长

第三方亚马逊卖家考虑加入沃尔玛超市，
以扩大其影响力

虽然仅有 7% 的亚马逊第三方卖家同时也是 Walmart.com 的卖家，但 

39% 的亚马逊卖家正在考虑 2021 年开始加入沃尔玛超市网络进行销

售。在这些感兴趣的卖家当中，

• 95％ 在美国亚马逊市场中销售产品，59％ 在至少一个北美其

他市场中销售产品。

• 27％ 的历史总销售额超过 100 万美元，78％ 的平均月销售额

超过 1,000 美元。

• 87％ 认为自己是中级或专家级的亚马逊卖家。

• 54% 拥有 10 个以上活跃的亚马逊产品列表。

亚马逊卖家如何看待沃尔玛超市？

• 33% 的亚马逊第三方卖家认为，2021 年及以后，沃尔玛网上

业务与亚马逊业务之间势必硝烟四起。

• 22% 的亚马逊卖家担心来自沃尔玛的竞争压力。

亚马逊第三方卖家对在 Walmart.com 平台进行销售有何看法？

“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网上卖家，我肯定愿意加入沃尔玛这样

的可靠大公司。渠道更多，成功机会就更多。”

“沃尔玛的崛起将毫无疑问，他们证明自己确实有能力提供网

上业务，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十分迅猛。”

“我担心我的亚马逊业务会受到沃尔玛竞争压力的影响。”

[沃尔玛]的实体店是其一大优势。”



虽然各零售商都有其忠实铁粉，但两者都同时受到大部分消费者的欢

迎；很少有  Walmart.com 的购物者绝不在亚马逊平台购物，反之亦然。

但通过对在亚马逊或沃尔玛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的偏好和行为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亚马逊和沃尔玛的消费者群体未来的分化趋势。

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亚马逊和 Walmart.com 在美国消费者眼中有何

区别。购物者认为各个平台的价值是什么？亚马逊铁粉与喜欢在沃尔

玛购物的消费者有何不同？

第 2 节

亚马逊和沃尔玛：谁
是购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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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亚马逊与沃尔玛：谁是购物者？

哪些因素促使消费者选择亚马逊和 Walmart.com 购物？

2021 年，65% 的美国消费者在亚马逊购物，37% 的消费者在 Walmart.com 购物，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相当多的重叠，而且消 费者重视每家零售商的原因都各

不相同。

为何客户选择...购物

亚马逊 沃尔玛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Prime 或 Walmart + 会员

运费

产品价格

能快速买到所需产品

网站易于使用

亚马逊或沃尔玛应用

能找到实体店很难找到的产品

良好的退货政策

品牌选择

常规/重复客户

熟悉产品

优惠券、折扣和奖励

易于重新订购或设置重复订购

路边提货

临近沃尔玛实体店，提货/退货十分方便

消费者不在亚马逊购物的原因排行 消费者不在 Walmart.com 购物的原因排行

不需要购买任何产品

倾向于在实体店购物

尝试削减开支

倾向于在实体店购物

没有 Walmart+ 账户

不需要购买任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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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亚马逊与沃尔玛：谁是购物者？

忠实顾客在亚马逊和
沃尔玛买什么?

部分消费者在亚马逊或 Walmart.com 购物时

存在明显的偏好。

35% 的美国消费者在亚马逊平台购物，而不

是 Walmart.com（亚马逊专属）

9% 的消费者在 Walmart.com 购物，而不

是亚马逊（Walmart.com 专属）

在过去三个月里，亚马逊独家用户和 Walmart.com 独家用户购买的主要商品类目如下：

服装

维生素和膳食补充剂

美容及个人护理用品

日用百货

宠物用品

电子产品

家居和厨房用品

清洁用品

工艺品和缝纫产品

办公用品

玩具和游戏

汽车零配件

园艺和户外

运动/健身用品

非处方药

其他

烟草、烟斗和配件

婴幼儿用品

酒类/含酒精饮料

书籍（纸质版或数字版）、
杂志和报纸



亚马逊和 Walmart.com 铁粉的购物频率？

• 54% 的亚马逊独家购物者每周在亚马逊购物一次或以上。

• 57% 的 Walmart.com 独家购物者每周在  Walmart.com 购物一次

或以上。

谁更在意价格和运输速度？

• 亚马逊和 Walmart.com 购物者都想享受低价和快速运 输。

◦ 76% 的亚马逊独家购物者和 67% 的 Walmart.com 独家购物者在

网上购物时，会寻找价格最低的产品。

◦ 61% 的亚马逊独家购物者和 56% 的 Walmart.com 独家购物者在

网上购物时，会寻找运输速度最快的产品。

• 说到运输速度时，Amazon.com 独家购物者会更加挑剔。

◦ 76% 的亚马逊独家消费者表示，他们在网上购物时会寻找运费最

低的产品，而在沃尔玛独家消费者中的这一比例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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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亚马逊与沃尔玛：谁是购物者？

亚马逊和 Walmart.com 的客户最多愿意花费多少钱？

50 美元以下

50 美元以下

51 - 100 美元

51 - 100 美元

101 - 250 美元

101 - 250 美元

251 - 500 美元

251 - 500 美元

501 - 1,000 美元

501 - 1,000 美元

超过 1,000 美元

超过 1,000 美元

还有哪些因素能将沃尔玛独家购物者和亚马逊独家购物者区分开来？

• 73% 的沃尔玛独家购物者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5 万美元，而在亚马逊独家购物者中这一比例为 54%

• 44% 的沃尔玛独家购物者的孩子不满 18 岁，而在亚马逊独家购物者中这一比例为 39%

• 41% 的沃尔玛独家购物者年龄在 18-34 岁之间，而在亚马逊独家购物者中这一比例为 32% 





在本节中，我们将着眼于亚马逊和 Walmart.com 的未来，这取决于

两家公司为赢得客户忠诚度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消 费者对购物前景

的展望。

第 3 节

亚马逊和沃尔玛：
电子商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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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亚马逊与沃尔玛：电子商务预测

亚马逊和 Walmart.com 电子商务的前景

亚马逊以高价和低价进军日用百货领域 （全食市场

和 Amazon Fresh），吸引了广泛的消费者。

沃尔玛历来可帮助客户省钱，且颇受欢迎，但却不得不

与亚马逊业已十分庞大的产品目录和不断扩大的实体

足迹相竞争。

亚马逊购物者与沃尔玛购物者：消费与预测

“沃尔玛的现有客户群将成为电子商务卖家的一大吸引力。卖

家喜欢 Walmart.com 市场并不那么拥挤——至少目前如

此——因此，他们会非常乐意为自己的业务新增一个分销渠

道。”

Mike Scheschuk
Jungle Scout 首席营销官

亚马逊和沃尔玛铁粉：2021 年的网上消费

2021 年，65% 的消费者在亚马逊购物，37% 的消费者在 Walmart.com 购物。

如果将消费者细分为偏好其中一个平台的消 费者：

• 35% 的消费者选择在亚马逊平台购物，而不是  Walmart.com

• 9% 的消费者在 Walmart.com 购物，而不是亚马逊

有趣的是，57% 的亚马逊独家网上购物者也会在沃尔玛实体店购物。

减少 增加

持平

亚马逊独家
购物者

沃尔玛独家
购物者

减少
增加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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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亚马逊与沃尔玛：电子商务预测

会员增长

亚马逊和 Walmart.com 都为客户提供会员计划，承诺在产品和运输方面提

供便利和折扣。亚马逊 Prime 和沃尔玛 Plus 的主要区别包括价格、亚马逊

的流媒体服务和沃尔玛的实体店福利。

“消费者通过亚马逊 Prime 和沃尔玛 Plus 享受了不同的福利。卖家可以通过在沃尔玛超市销售商品，接触到更广泛的客户群体，从而补

充其亚马逊受众。”

Connor Folley
Jungle Scout 企业副总裁

亚马逊 Prime 和 Walmart+ 在美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亚马逊 Prime 与 Walmart+：条款与福利

的消费者目前

是 亚马逊的 
Prime 会员

的消费者目前

是 Walmart+ 
会员

• 45% 的消费者曾在亚马逊 Prime Day 购物。

• 33% 的消费者过去曾购买过沃尔玛的每日特惠产品。

• 2020 年 12 月，沃尔玛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日”活动使网上假日销售额

同比飙升 124%。

亚马逊 Prime Walmart+

会员年费

免费试用期

事件

运输

日用百货产品

其他

$119 $98

30 天 15 天

Prime Day
最近：

2021 年 6 月 21-22 日

每日特惠
最近：

2021 年 6 月 20-23 日

免费第二天送货， 2 天
内送达，无最低购买限

度要求

免费第二天送货， 2 天
内送达，无最低购买限

度要求

Amazon Fresh 为 35 美元
以上的订单提供免费配送
服务；全食超市的多种产

品提供折扣

从沃尔玛实体店免
费送货

网上节目（音乐、电影 、书
籍）；订阅并省钱

汽油折扣；处方药折扣；店
内手机即扫即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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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亚马逊与沃尔玛：电子商务预测

在 COVID-19 期间，亚马逊和沃
尔玛如何为客户提供服务

亚马逊

空运：

• 将其航空货运机队从 50 架增加到  70 架，弥补 

COVID 导致的运输延误

• 2021 年 8 月，亚马逊在辛辛那提 /北肯塔基国

际机场开设了中央航空货运枢纽

投资 25 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建立第二个总部，

到 2031 年创造 25,000 个工作岗位

沃尔玛

将本地微型物流中心加入其实体店销售网络

通过 Walmart Grocery 应用，将路边提货产品扩展到

非日用百货商品

亚马逊

构建更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包括 Twitch 游戏、

Amazon Music 和 Amazon Studios 媒体服务以及医

疗保健服务）

在高科技购物和广告工具方面的投资

可扩大广告影响力的  Amazon Alexa 设备

沃尔玛

截至 2021 年 9 月，与 Meredith 合作，向购物者提供  

AI 助力膳食计划工具，  将可购食谱与沃尔玛产品进行

匹配

通过沃尔玛 Connect 合作伙伴加强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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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亚马逊与沃尔玛：电子商务预测

亚马逊欲在实体零售和日用百货领域一决高下

“客户想要购物方便。许多客户会将购买的商品退回到当地的沃尔玛，而不是退回到亚马逊。”

Mike Scheschuk
Jungle Scout 首席营销官

实体零售足迹：亚马逊和沃尔玛

亚马逊 沃尔玛

全美零售商店总数

全食超市

亚马逊四星级门店（包括设备、书

籍等产品，设提货与退货中心）

亚马逊书店

Amazon Go 商店（无人收银便利店）

Amazon Fresh 日用百货商店

计划开设百货商店

全美零售商店总数

沃尔玛综合购物中心

社区超市

山姆会员店

沃尔玛折扣店

小型概念商店（包括 Amigo 和沃

尔玛校园店）

便利店

总计

总计



实体店购物的前景

“20 多年来，网上购物日趋普及，而 COVID 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网上购物将继续发展，而沃尔玛和亚马逊都提供多渠道销售机会，助力卖

家覆盖所有潜在的客户接触点。”

Eva Hart
Jungle Scout 企业专家

近三分之二  (62%) 的消费者认为，在将来，大部分消费者将在网上购物。对于大部分产品类目，计划网上购买的消费者都更青睐于亚马逊，而不是  Walmart.com 

或其他网上商店。

但沃尔玛实体店购物仍然很受欢迎，对于必需品类目尤其如此。沃尔玛第三季度的实体店购物比例上升至  61%（第一季度为 54%）。

亚马逊和沃尔玛：电子商务的增长与前景 |  17

03.亚马逊与沃尔玛：电子商务预测

2021 年占消费者购物总额的百分比

亚马逊 Walmart.com
沃尔玛
实体店

主要产品类目：
书籍、服装、电子产品、家
居和厨房用品

主要产品类目：
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清洁用
品、酒类/含酒精饮料

主要产品类目：
清洁用品、日用百货 、非
处方药、维生素

亚马逊利用实体店购物（尤其是日用百货）长久以来的流行程度，扩大其实体店覆盖范围，推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日用百 货商店，并计划开设类似于百货商店的大

型实体零售店。



方法

本报告的洞察数据来自《Jungle Scout 2021 年消费者趋势报告》，消

费者趋势报告调查是一项面向 1,000 多名美国成人消费者开展的、

关于其购买偏好和行为的季度匿名调查。本报告中的大部分分析都

来自于将亚马逊购物者与沃尔玛或 Walmart.com 购物者进行比较

的结果。

本报告还引用了《Jungle Scout 2021 年亚马逊卖家报告》的数据，该

调查是一项针对近 5,000 名亚马逊企业家、企业主和主要品牌开展

的年度调查。

文中还引用了其他外部来源数据。

第 4 节

关于本报告

数据使用

我们诚邀您阅读《Jungle Scout 2021 年亚马逊与沃尔玛对比报告》，

并在分享、参考和发布报告的结果时注明“Jungle Scout”以及本页面的

网页链接。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求获得具体数据或媒体资产，或者联系本报告

的作者，请通过 press@junglescout.com 联系我们。

关于 Jungle Scout
Jungle Scout 是领先的亚马逊销售一体化平台，其使命是提供 强大的

数据和洞察，帮助企业家和品牌在亚马逊发展成功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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