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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白酒市场概述

“由于中国白酒领先品牌获得越来

• 重点企业在后疫情时期的表现及相关营销策略

越多市场份额，该市场正趋向集

• 消费者的白酒消费习惯
• 购买因素及消费者支付意愿

中化。然而，消费者对白酒的刻

• 消费者对白酒风味跨界的兴趣

板印象，以及市场上琳琅满目的

• 消费者对白酒的态度

酒精饮料选择将影响白酒的未来

47%的消费者有兴趣尝试白酒风味的碳酸饮料/气泡水，这表明消费者对白酒风味饮料

市场增长。在消费升级的浪潮

持积极态度，并拓展了白酒风味跨界产品系列的商机。

下，白酒品牌不仅需要抓住消费

2020年，白酒的非零售渠道受新冠疫情冲击，其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出现下滑。但在

者不断提升的健康意识，推出更

2021年，非零售渠道从该影响中复苏，实现强劲的双位数增长。疫情并未对白酒市场

健康的选择，也要回应他们对附

的零售方面造成显著影响。
白酒市场面对的挑战包括来自其他酒精类饮料的竞争、消费者对传统白酒的刻板印象

加价值的需求，例如可持续性和

以及受市场因素影响而上涨的价格。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对白酒市场的增长构成威胁。

平等性。”

消费者（尤其是刚开始喝白酒的消费者）仍对该传统酒精饮料的风味感到好奇。同

– 张辰钰，高级研究分析师

时，白酒的送礼场景依旧十分重要。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女性在给他人购买白酒时愿
意支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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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3: 庙前三酉，2021年
• 营销活动需避免消费者的刻板印象
• 现状
• 启示
数据14: White Claw硬苏打，美国，2021年
市场规模与预测
• 白酒市场走势：销售额上涨，但销售量下降
数据15: 白酒零售销售量和预测，中国，2016-2026年
数据16: 白酒零售销售额和预测，中国，2016-26年
• 非零售渠道在疫情后回暖
数据17: 白酒非零售销售额和预测，中国，2016-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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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素
• 消费态度改变，转向品质消费
• 涨价趋势持续
• 酱香型白酒持续火热
• 国家发布新标准
市场份额
• 茅台与五粮液的销售额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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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9: 白酒领先品牌的市场份额（按销售额区分），中国，
2019、2020和2021年（预估）
• 泸州老窖志在赢得年轻一代的青睐
• 低价白酒的销售量份额呈下滑态势
数据20: 白酒领先品牌的市场份额（按销售量区分），中国，
2019、2020和2021年（预估）

英敏特2020年报告均包含专门
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和预测。
世界领先品牌依靠英敏特报告
获取最全面、客观和可操作的
市场情报。

• 全国化战略助力汾酒快速增长
• 洋河革新策略拉动销售额增长
• 创新的白酒后起之秀崛起
数据21: 怪兽充电推出的开欢白酒，2021年
营销活动
• 文化IP拉近品牌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
数据22: 五粮液X《紫禁城》, 2021年
数据23: 酒鬼酒X中国国家地理, 2021年
• 快闪店赋予白酒时尚新形象
数据24: 泸州老窖快闪店，2021年
• 线上营销趋势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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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6: 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的官方账号，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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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8: 江小白发布的部分声明，2021年
新产品趋势
• 新颖包装乘搭“颜值经济”浪潮
数据29: 采用“新包装”上市的白酒新品占比，2016-21年
数据30: 谷小酒，2021年
数据31: 白酒新颖包装示例，2021年
• 含气产品锁定年轻消费者
数据32: 碳酸*酒精饮料新品占比，2016-21年
数据33: 晓醉，2021年
饮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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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面临来自其他酒精饮料品类的竞争
数据34: 消费变化，2021年
数据35: 白酒消费变化（按年龄群体区分），2021年
数据36: 白酒消费变化（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1年
• 男性仍是白酒的主要消费群体
数据37: 消费变化（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 有小孩的家庭是白酒的忠诚客群
数据38: 消费变化（按婚姻状况区分），2021年
购买渠道
• 超市/大卖场仍是首选购买渠道
数据39: 购买渠道，2021年
• 线上渠道使用率增长
数据40: 购买渠道（按部分渠道区分），2016年 vs 2021年
• 通过专营网站向30岁以下消费者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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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1: 购买渠道——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购买因素
• 酒精度数最为关键
数据42: 购买因素，2021年
• 提高对品牌知名度的重视程度，尤其是面向男性消费者的时候
数据43: 购买因素——TURF分析，2021年
数据44: 购买因素（按性别、公司/机构性质和区域区分），2021
年
• 年轻女性更重视酒精度数
数据45: 购买因素（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46: 购买因素（按性别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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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创意的包装设计吸引年轻消费者
数据47: 购买因素（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48: Voss X 黄鹤楼，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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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花费
• 消费者买给别人时愿意支付更多
数据49: 消费者的花费，2021年
• 成熟女性对自己或别人都更加慷慨大方
数据50: 消费者的花费——买给自己（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
年
数据51: 消费者的花费——买给别人（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
年
• 高端白酒客群也使用购物网站选购送礼白酒
数据52: 购买渠道（按消费者的花费区分），2021年
白酒风味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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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风味饮料人气高
数据53: 白酒风味跨界，2021年
数据54: 白酒风味食品示例，2021年
• 高收入者对白酒风味跨界的兴趣更为广泛
数据55: 白酒风味跨界（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1年
• 更多成熟消费者对创新的白酒风味跨界缺乏兴致
数据56: 白酒风味跨界——我不想尝试白酒风味的食品饮料（按性
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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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酒的态度
• 培养消费者对白酒基底鸡尾酒的兴趣
数据57: 对白酒的部分态度——对应饮用场景，2021年
数据58: 不同白酒品牌以白酒为基酒调制的鸡尾酒配方示例，2021
年
数据59: 不同意“喝白酒不能享受调酒的乐趣”（按年龄群体区

英敏特2020年报告均包含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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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品牌依靠英敏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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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1年
数据60: 不同意“喝白酒不能享受调酒的乐趣”（按就餐习惯区
分），2021年
数据61: 社交媒体上以白酒为基酒调制的鸡尾酒配方示例，2021年
• 避免以性别为导向的营销策略，尤其是面向年轻一代
数据62: 对“喝白酒的男人更有男子气概”的态度（按代际、性别和
年龄区分），2021年
• 在面向成熟消费者的营销中强调中式餐饮搭配
数据63: 对“白酒只适合搭配中式餐饮”的态度（按年龄区分），
2021年
数据64: 餐酒搭配，2021年
• 突出白酒的品牌故事

购买此报告
网址

store.mintel.com

欧洲

+44 (0) 20 7606 4533

巴西

0800 095 9094

美洲

+1 (312) 943 5250

中国

+86 (21) 6032 7300

亚洲

+61 (0) 2 8284 8100

数据65: 对白酒的部分态度，2021年
数据66: 对“不同白酒品牌宣传的品牌故事都差不多”的态度（按年
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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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67: 白酒零售销售额和预测，中国，2016-26年
数据68: 白酒零售销售量和预测，中国，2016-26年
数据69: 白酒非零售销售额和预测，中国，2016-26年
数据70: 白酒非零售销售量和预测，中国，2016-2026年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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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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