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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新奇特” 命运缘何大不同

新奇特项目能在第一时间吸引眼球，但又能否获得持续发展呢？ 这是很多创业者和投资机构都关注的问

题。 记者观察发现，近年来市场中涌现了不少科技赋能的新奇特项目，但经过时间考验后，其走向却大相径庭，

比如迷你 KTV、自助健身仓、无人货架等。 从发展态势来看，主要呈现出三大特征：一种是以解决用户痛点为核

心，探索多元盈利模式，因而稳健上升；一种是短时间内就大规模跑马圈地，最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陷入倒

闭；还有一种则因不符合相关规定法律法规，部分项目运营后就被有关部门叫停。

打破固有场景，探索多元盈利模式

代表：迷你KTV、自助健身仓等

2016 年下半年开始， 透明的玻璃房

子，里面有头戴式耳机、点歌台，还有麦

克风和高脚椅...... 一个类似电话亭的迷

你 KTV 开始零星地出现在一些商圈广

场。 以广州天河商圈为例，记者当时只在

太阳新天地看到有投放该设备。 但到了

2017 年 3 月起， 迷你 KTV 就迅速蹿红。

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这一赛道的入局者

就有十几家。

数据显示，2017 年 2 月，咪嗒获得唱

吧数千万元人民币融资；不久后，友唱也

获得了 6000 万元 A 轮融资； 同年 5 月，

录荫棚完成数千万人民币融资； 同年 7

月，星糖获得总额 1500 万美元融资。据了

解， 录荫棚还成为了国内首家成功出口

美国的迷你 KTV 产品，一次性签约数量

达上千台。

记者走访发现，迷你 KTV 在 2018 年

更是遍布各大商场，其新颖时尚、自助化

和碎片化等特点也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

者的喜爱。 艾媒咨询分析师刘杰豪认为，

迷你 KTV 作为新兴起的音乐产品，满足

用户碎片化时间唱 K 需求， 切中年轻消

费群体痛点。 另外，迷你 KTV 设备能使

用专业设

备唱录歌

曲并分享

到社交软

件或线上

音乐平台社区，又能满足年轻群体表现自

我的需求。

可以说，迷你 KTV 打破了传统 KTV

注重社交而轻个人体验的不足，又弥补了

线上 KTV 场景、设备的不足，利用碎片化

场景，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之类似，健身

行业也出现了这样的创业。以“超级猩猩”

为例，通过拆解传统健身房，设立社区自

助健身仓（

约

50

平米大小

），用户通过微

信预约， 就能在就近的健身仓进行锻炼，

同时通过云端私教、在线解答等，让用户

利用碎片化时间健身，改善传统健身房重

社交轻运动的体验。 2017 年 12 月，超级

猩猩获数亿人民币 C 轮投资， 与上一轮

融资仅相隔 10 个月。 2018 年，超级猩猩

推出了“城市运动橱窗”计划，表示到年底

旗下的门店数量将达到 100 家。

除了打破行业固有场景，利用碎片化

时间及注重用户体验外，迷你 KTV 与自

助健身仓还有一个共同点：探索多元盈利

模式。 记者了解到， 迷你 KTV 除了唱歌

付费的传统盈利模式外，更在尝试成为连

接商业广告、泛娱乐市场、音乐选秀的重

要平台。比如咪嗒就举办了线下音乐赛事

活动，同时赋能综艺节目及电视台，与优

质音乐综艺合作；“超级猩猩”则颠覆了传

统年费模式，选择按次付费，此外还与周

边产业进行联动，推出轻食套餐、运动彩

妆等，呈现出一个生活方式品牌的雏形。

大规模扩张，遭遇资金链断裂

代表：无人货架、无人咖啡机等

2017 年 9 月开始， 无人货架

因“即时便利消费”的模式而迅速

成为新零售的现象级行业， 获得

了创业者及资本青睐。占地不过 1

平方米、简易的开放式货架，摆放

着零食和饮料， 投放在办公司角

落……一时之间， 各种相关概念

的产品应运而生。 有数据显示，当

时有超过 50 家企业入局，行业融

资至少达 20 亿元。

由于玩家增多， 创业者加紧

跑马圈地， 不少企业也就遭遇了

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比如 GOGO

小超于去年 9 月份左右上线，短

短两个月就扩张到 500 多个点

位，导致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

资料显示， 从开业运营到倒闭，

GOGO 小超只用了 4 个月时间。

又如早期布局无人货架的办公室

零食柜“哈米科技” 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发布内部信， 宣布倒闭。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逾 40 家

无人货架企业陷入倒闭。

而有的企业则开始转型，比

如无人货架中的头部企业果小

美。 记者梳理发现，在今年上半年

无人货架倒闭潮中， 果小美也先

后被曝出融资不顺、裁员、撤点等

消息。 近期，果小美又上线了“宝

贝仓”业务，转型做社交电商，跟

原来无人货架业务关联不大。

前创业人士刘先生向记者透

露，因是开放式货架，无人货架的

货损率很高，基本达到 20-30%左

右

（实际运营中 ，超过

5%

左右就

会亏钱 ）

；由于布点过快，物流和供

应链很难跟上， 也就造成了 SKU不

足，对消费者失去吸引力；点位费

用高而盈利模式较为单一。

去年，随着新零售的火爆，无

人智能咖啡机、 智能橙汁机等也

陆续在市场掀起关注。 记者了解

到，与无人货架类似，这类创业也

在遭遇着点位费用高及盈利模式

不清晰等问题。 某无人咖啡机创

业者沈先生早前向记者表示，目

前无人设备的产品技术还需要完

善，还无法大规模进入市场，同时

这也是个重资产项目。 据了解，一

台无人咖啡机的机器成本至少需

要 3 万元， 大范围铺点也就面临

着资金投入及回收等问题。 同时，

点位获得也极其困难。 沈先生告

诉记者，尤其是机场、

高铁、 地铁等人

流密集， 能带来

较大品牌效应的

地方， 竞争非常

激烈。 而就算是

租金较低的学

校、医院等场所，

也面临洽谈周期

长等问题。

不符合规范，

部分运营后被叫停

代表：缤果盒子、睡眠舱

据了解， 由于新奇特创业的类

型大多属于新生事物， 该空白领域

一般面临无明确监管的问题， 也就

面临着更大风险，如被物业、城管等

取缔，或遭遇举报等。以缤果盒子为

例，记者看到，缤果盒子是属于无人

便利店的一种形式， 外观就是一个

盒子，分为中号和大号，由全玻璃材

质构成。根据缤果盒子官网资料，整

个盒子还可以移动， 用一个仪器即

可扫描库存， 运营成本不到传统便

利店的 15%。

据缤果盒子给出的资料显示，

相对于店铺型无人便利店， 盒子的

投入成本、 试错成本和运营成本更

低。由于盒子自带升降系统，能随时

移动位置，相比店铺型，减少了装修

和拆迁所造成的成本损失。 2017 年

7 月，缤果盒子创始人兼 CEO 陈子

林就对外界宣称：“缤果盒子 2017

年 8 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落地

200 个，并在一年内铺设 5000 个盒

子”。但就在缤果盒子计划迅速扩张

时，多地的盒子铺设却因工商、物业

等问题而被叫停。

2017 年， 缤果盒子进入珠海，

开业仅两天后便被有关部门叫停。

有媒体报道称， 缤果盒子在当地多

个部门跳过不少法律程序， 如工商

许可、社区业主同意等，而遭到业主

投诉。记者梳理发现，类似的情况也

发生在上海。 2017 年 7 月中旬，缤

果盒子杨浦区欧尚店因涉嫌违建而

遭城管调查。据了解，缤果盒子创始

人陈子林此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

采访时也承认，“盒子” 落地身份不

太明确，希望得到政府认可，给予合

法身份。

“现在我们进入到慢的阶段，回

归到零售的本质， 每个门店的精耕

细作是必要的， 门店需要降低运营

成本，但也需要持续盈利的能力，这

是需要做零售企业的‘内功’”。 2018

年， 陈子林在“创·鉴·未来———

2018WISE 零售峰会”上这样表示。

与之类似， 睡眠舱也有这样的

遭遇。 记者了解到， 享睡空间在

2017 年推出了“共享睡眠舱”，从外

观来看，该睡眠舱是一个长约 2 米、

宽约 1 米的白色太空舱， 舱内可调

节灯光，还配备 USB 接口、充电口、

插座、换气扇等。 但是其卫生、消防

等问题也引来争议。 短暂运营两个

月后，因未获得消防许可，也没有宾

旅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 该项目就

被监管叫停。

“超级猩猩”自助健身仓。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