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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外食咖啡的市场增长与竞争格局

“得益于餐饮服务的复苏，外食咖

• 外食咖啡的产品创新与营销活动

啡得以从新冠疫情中快速反弹，

• 消费者的外食咖啡饮用情况与饮品选择
• 外食咖啡的饮用场景与购买行为
得益于餐饮消费的快速恢复，预计外食咖啡的销售额将从新冠疫情中反弹。随着重点
企业持续扩张，以及资本流入，预计外食咖啡门店总数将在2021年增长至187,000
间。

重点企业持续扩张，资本不断流
入该市场。然而，面对来自即饮
咖啡饮料及速溶咖啡形式的竞
争，加上外食咖啡产品日益同质

外食咖啡享有65%的渗透率，在所有类型的咖啡中居冠。然而，由于产品同质化，外

化，若欲成为有竞争力的品牌，

食咖啡品牌，尤其是咖啡店难以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在工作日消费方面，面对

就必须加强数字化与标准化，并

来自速溶咖啡及即饮咖啡饮料的竞争时，外食咖啡落于下风。

优化店内体验，以提升便利性、

虽然外食咖啡在工作日的竞争中失利，但消费者仍偏爱通过外卖服务购买外食咖啡，
以及在周末中午和下午时段饮用外食咖啡，反映了外食咖啡在便利性仍有潜力提升及

可及性和声誉，并积极加强社交

外食咖啡在社交场合中的重要地位。

属性。”

除了口感以外，消费者尚未完全形成对烘焙程度及产地等其他因素的偏好。相比之

– 黄梦菲，研究分析师

下，喜欢黑咖啡的消费者已表明他们对咖啡的了解更多，黑咖啡将成为外食咖啡的高
端化机会。然而，这个群体仍旧是消费者中的少数。因此，消费者教育仍然前路漫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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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 从新冠疫情中快速反弹
数据1: 外食咖啡行业预测（按销售额），中国，2016-26年
• 扩张迅速但不确定性仍现

演示文稿
互动式数据手册

数据2: 外食咖啡行业预测（按咖啡店数量），2016-26年
• 公司与品牌
• 重点企业投资更多
• 资本的涌入为扩张赋能
数据3: 知名品牌的咖啡店门店数量，中国，2019-20年
• 消费者
• 渗透率较高，但每日用户比速溶与即饮咖啡饮料少
数据4: 饮用情况（按品类渗透率区分），2021年
数据5: 饮用情况（按饮用频率区分），2021年
• 密集的分销渠道有利于渗透
数据6: 购买渠道与频率，2021年
• 咖啡店日益同质化
数据7: 饮品选择，2021年
• 咖啡知识的匮乏导致对口感的理解模糊

想要了解更多内
容？
该报告是系列报告中的一篇，
旨在为您提供对该市场更全面
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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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8: 购买因素，2021年
• 工作日选择外卖配送上门，周末选择店内服务
数据9: 购买行为，2021年
• 食物搭配成为首选，咖啡相关产品则备受欢迎
数据10: 咖啡店周边产品，2021年
• 我们的观点
议题与洞察
• 通过跨界营销将外食咖啡转化为社交货币
数据11: Seesaw与浦东美术馆，中国，2021年
数据12: HABITAT，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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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3: COS与咖啡师合作，中国，2021年
数据14: DOE一日咖啡师活动示例，中国，2021年
• 为便利性加强数字化与标准化
数据15: 星巴克与盒马合作示例，中国，2021年
• 重新诠释外食咖啡提神以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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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旨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咖啡示例，2020年
数据17: 有关体重管理的即饮咖啡新品宣称，中国，2016-21年
数据18: 防弹咖啡示例，2020年
数据19: Blueglass与露露乐檬的联合活动示例，中国，2021年
市场规模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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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销售额在新冠疫情后反弹
数据20: 外食咖啡行业预测（按销售额区分），中国，2016-26年
• 重点企业的积极扩张刺激销售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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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1: 外食咖啡行业预测（按咖啡店家数区分），2016-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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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素
• 外出就餐消费呈上升趋势
数据22: 消费变化趋势——花费变多了，2020-21年
• 更高的收入对外食咖啡的渗透有积极的影响
数据23: 饮用频率（按个人收入水平区分），2021年
数据24: 全国个人可支配收入，中国，2019-20年
• 知名云南咖啡豆加强咖啡本土化
市场份额
• 星巴克持续在线上与线下扩张
• 瑞幸正重构品牌知名度
数据25: 瑞幸的自营门店及加盟门店，2020年6月-2021年6月
• 麦咖啡与湃客咖啡巧用现存渠道以快速扩张
• 咖世家转战即饮咖啡饮料
• 资本的流入加速了新兴品牌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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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6: 知名品牌的咖啡店门店数量，中国，2019-20年
营销活动
• 日咖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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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7: Manner在TX淮海的环保快闪店，中国，2021年
数据28: 星巴克向绿工坊，中国，2021年
• 速溶咖啡品牌与外食咖啡的空间竞争
数据29: 三顿半咖啡店——原力飞行，中国，2021年
新产品趋势
• 非传统的咖啡杯
数据30: 多种包装的外食咖啡示例，中国，2021年
• 突显奶泡的特殊质地
数据31: 主打浓厚泡沫的外食咖啡示例，中国，2021年
• 口感丰富的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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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2: 主打小料的外食咖啡示例，中国，2021年
• 地域性风味创新
数据33: 主打地域风味的外食咖啡示例，中国，2021年
• 越来越多来自云南产咖啡豆的口味
数据34: 产品描述中含有“云南”字眼的速溶咖啡比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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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5: 传播云南产地的品牌示例，中国，2021年
饮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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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率高于速溶与即饮咖啡饮料
数据36: 饮用情况（按品类渗透率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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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7: 饮用情况（按前三名咖啡品类的交叉细分渗透率区分），
2021年
• 饮用频率因便利性与可及性而受限
数据38: 饮用情况（按饮用频率区分），2021年
购买渠道
• 通过现存渠道提高渗透率
数据39: 购买渠道（按饮用频率区分），2021年
• 新零售与独立咖啡店渗透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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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0: 渠道渗透率排名，中国，2020-21年
饮品选择
• 除了咖啡外，便利店的即饮选项令人眼花缭乱
数据41: 饮品选择，2021年
• 咖啡店的竞争力受到同质化产品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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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42: 饮品选择——部分渠道（按部分饮料类型区分），2021年
• 美式咖啡成为高端化机会
数据43: 饮品选择——部分渠道（按个人月收入与城市线级区
分），2021年
• Z世代与女性偏爱创新的咖啡饮料
数据44: 饮品选择——部分渠道（按性别与年龄区分），2021年
购买因素
• 消费者因缺乏咖啡知识而依赖口感
数据45: 详细的风味描述示例，中国，2021年
数据46: 购买因素，2021年
• 更实惠的咖啡因
数据47: 购买因素——饮用频率（按功能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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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8: 购买因素排名（按重视功能的消费者区分），2021年
数据49: 购买因素——功能（按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50: 麦咖啡醒醒浓香系列，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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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黑咖啡与奶咖爱好者
数据51: 购买因素（按偏爱奶咖的消费者区分），2021年
数据52: 搭配兴趣（按重视基底奶的消费者区分），2021年
饮用行为

报告内容

• 中午与下午是咖啡的消费高峰期

综述

数据53: 星巴克工作日折扣示例，中国，2021
数据54: 饮用行为（按饮用场景区分），2021年
• 外食咖啡因周末的社交属性而胜出，但在工作日却因便利性败下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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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数据55: 饮用行为——饮用场景（按前三名咖啡品类的渗透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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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1年
• 外卖配送带来更多灵活度
数据56: 饮用行为（按购买行为区分），2021年
咖啡店周边产品
• 外食咖啡品牌推广咖啡周边产品
数据57: 咖啡店周边产品，2021年
• 通过专业课程提升店内体验
数据58: 咖啡店周边产品——部分产品（按城市线级与教育程度区

想要了解更多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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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1年
数据59: 推出咖啡师培训班的外食咖啡品牌示例
• 杯子的新品研发瞄准年轻女性的需求
数据60: 咖啡店周边产品——部分产品（按性别与年龄区分），
2021年
数据61: 社交媒体上星巴克的季节性杯子新品示例，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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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62: 外食咖啡市场销售额，2016-26年
数据63: 外食咖啡门店总数，201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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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