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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卢云

龙）

美团近日发布的《美团外卖奶茶真

香消费报告》

（ 下称《 报告》）

显示，消费

者在选购奶茶产品时都有一个共同

点。即更加关注健康，低糖甚至是无糖饮

品大受欢迎。 这种消费趋势促使餐饮商

家向绿色健康餐饮转型升级， 越来越

多的茶饮品牌都盯上了健康概念。

近年来， 伴随着食品消费结构升

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国人对食品的

健康性、方便性、营养化和安全水平更

加关注，茶饮市场也不例外。 王老吉自

2017年底在广州开出茶饮店“1828王

老吉”以来，一直颇受业界关注。 近日,

1828王老吉推出了2款奶茶产品，分别

为“荷叶嘟嘟奶茶” 和“青蔗脆脆鲜

奶”，前者主打“喝不胖”。 区别于传统

奶茶， 这款产品的选用了荷叶、 决明

子、冬瓜等作为茶底，添加的小料也不

是常见的珍珠、椰果、布丁,而是秋梨膏

和荷叶冬瓜茶冻，主打健康概念。

除了王老吉， 此前喜茶为了满足

“喜甜又怕糖”的消费者的需求，打造

健康的概念而推出了天然代糖低卡甜

菊糖， 该糖比原有的真糖在糖量和热

量上都减少了90%；古の茶则主打谷物

茶， 号称除了五谷杂粮没有其他添加

剂，以此突围健康茶饮。

《报告》显示，选择全糖或多糖的

用户只占7%，选择无糖、微糖、少糖的

用户数量要比多糖全糖的用户数量高

出13倍。 在各类甜度选项中，无糖排名

第一，其次是半糖。 其中，不少养生奶

茶也悄悄被添加到了购物车中， 功效

多以生发补脑为主。《报告》指出，截至

2018年三季度， 全国现制茶饮门店数

已经达到41万家， 一年内增长74%，远

超咖啡品类的订单量。 奈雪の茶、喜

茶、Coco都可茶饮成为消费者最爱搜

索的奶茶品牌。

酸奶市场发展呈三大趋势

美团发布《外卖奶茶真香消费报告》

茶饮店“盯上”健康概念

一直在饮料行业深耕的农夫山泉，此次宣布

进军酸奶市场，推出旗下首款植物酸奶，引来行

业的关注。 业内认为，农夫山泉的转向，可能与目

前酸奶这一品类的增长速度有关。 据中商产业研

究院此前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酸奶行业市场

前景研究报告》预测，我国酸奶产品销售额将从

2018年的1400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2205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11.67%， 中国酸奶产品市场规模将逐

步扩大。

庞大的市场也成为众多饮料巨头企业争相

布局的焦点。 以此次农夫山泉推出的植物酸奶所

在的低温酸奶市场为例， 各大巨头早已有所布

局。2017年开始，伊利与蒙牛就分别推出以帕瑞缇

芝士乳酪和特仑苏酸奶为代表的低温酸奶产品。

另外，身处二三梯队的君乐宝、完达山、天润、科迪

等品牌也相继推出袋装、桶装的低温酸奶产品。

另一方面， 常温酸奶市场也异军突起。 光明

莫斯利安、皇氏乳业摩拉菲尔、三元、现代牧业、

风行牛奶、完达山、雀巢Acti-V、圣牧、君乐宝开啡

尔、旺仔、卫岗弗瑞希、伊利安慕希、蒙牛纯甄、新

希望天香等多款产品已经面世。

乳业专家宋亮表示， 现在入局酸奶的企业有

很多，比如娃哈哈、农夫山泉等。 从整个食品行业

领域来看，酸奶市场一直保持不错的增长，加上进

入门槛比较低，很多酸奶单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

自然会吸引很多企业在此积极布局。未来，低温酸

奶和常温酸奶的市场份额逐渐趋向持平。

近年来， 我国居民乳制品消费

由奶粉为主转变为以液态奶为主，

且消费比重逐年增大， 产品种类日

益丰富，包括常温酸奶、低温乳酸菌

饮料、常温功能性牛奶、低温功能性

酸奶、特色含乳饮料、儿童类乳品等

品类丰富的产品线。其中，中国的酸

奶市场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征，

产品创新、 价格定位和产品配销等

方面存在竞争激烈。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

示，中国的酸奶经过接近 30 年的发

展，已经进入一个“后酸奶时代”，市

场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即进入细分

性的市场， 企业要根据不同的消费

者、场景、渠道，有不同的产品匹配

给消费端。

据宋亮介绍， 酸奶市场可以从

四个方面细分，一是工艺细分，比如

说传统发酵工艺与现代工艺发酵；

二是人群细分，针对中老年人、儿童

等不同年龄段人群。 三是益生菌种

类与活性细分， 一些产品添加的菌

株不同；四是产品生产构成细分，不

同产品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需求。

如此次农夫山泉推出的植物酸

奶就是不由传统牛奶发酵， 而是全

部由植物蛋白发酵而来。 根据 AC

尼尔森的数据显示美国市场植物基

酸奶的增长率十倍于普通酸奶。 截

至 2018 年 8 月 11 日， 美国所有食

品零售商出售的植物基酸奶销售额

同比增长 54%， 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了 1.74 亿美元，增长潜力巨大。 抓

住健康需求这一细分市场， 朱丹蓬

认为，农夫山泉发布的酸奶新品，从

产品出发点， 产品卖点这两个核心

的竞争力来看， 未来市场发展仍是

较为乐观。

近日， 天猫食品趋势大赏在成

都举行，会上发布了《天猫食品行业

趋势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随着健

康饮食的意识不断被提高， 追求无

糖和低糖的消费者逐年变多， 销售

额在增速上有了近一倍的增长。 值

得一提的是， 低糖成为新的关注焦

点，90 后和 95 后正在成为新的主

力消费人群，更加注重健康生活。在

今年 2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也印发了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

2019~2025

年）

》，明确提出将开展

“减糖”专项行动，其中包括中小学

校及托幼机构限制销售高糖饮料和

零食， 食堂减少含糖饮料和高糖食

品供应。

市场需求和政策要求的双重推

动下， 已经成为食品饮料行业大势

的“减糖”，同样延伸到酸奶领域。目

前，燕塘、简爱、乐纯、卡士、达能等

国内外乳企纷纷推出了“减糖”酸奶

新品。 以简爱的低蔗糖系列酸奶为

例，其产品包括 0%蔗糖(

即

0

添加

糖·裸酸奶

)、2%蔗糖和 4%蔗糖酸

奶， 旨在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摄糖需

求； 同时， 除了瞄准追求健康的人

群， 该系列产品还将目标人群定位

为年轻女性群体， 以此抢占市场份

额。 此外，Yoplait 也在美国推出了

全新酸奶品牌 YQ ，该产品主打卖

点之一便是低糖成分， 声称其比许

多希腊酸奶含糖量还低， 以此来对

标希腊酸奶和冰岛酸奶。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3 月 20日， 农夫山泉宣布推出其首款酸奶

产品，酸奶市场再迎来一位“新玩家”。 随着市场

整体的扩大与企业的不断入局，国内酸奶市场的

竞争格局正发生新的变化，并呈现出高度分化的

特征。此外，低糖、无糖等以健康为标签的产品正

日益兴起。

市场规模巨大

引多家企业入局

趋势

1

品类不断深化细分出各种需求

趋势

2

健康潮流引领 “减糖”酸奶兴起

趋势

3

点奶茶的女性用户

数比男性高3倍

男生

:

偏 爱 加 冰

水果茶

女生

:

更爱大杯无

糖去冰的奶

茶， 红豆、椰

果、 芋圆、芋

泥超过珍珠

成为女生最

爱的配料

共同点

更 加 关 注 健

康 ，低糖甚至是无

糖饮品大受欢迎

数据来源：

《外卖奶茶真

香消费报告》

荨

目前市场上的酸奶品类越来越多。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