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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茶饮店市场格局及市场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所需的时间

“茶饮店将通过采用特定功能性配

• 面对竞争，品牌该如何准备

料加速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品

• 最可能驱动消费者支付溢价的因素
• 品牌的营销策略如何实现差异化
鉴于消费者对现制茶饮消费的认识相对成熟，2021年该市场消费支出总额将适度增
长，并于2021年底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

牌还需要向消费者直接沟通健康
的功效效果。面对无法避免的创
新同质化，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
营销策略实现差异化。这包括采

新冠疫情也造成了持久的影响：消费者愈发习惯线上点单，并会在家休闲放松时享用

用独特的营销方式来区别相似的

茶饮。这一趋势催生了对功能性茶饮的需求，亦是一种“适度/有营养的纵享”需求。

产品、进军餐饮行业或聚集兴趣

由于产品不可避免地同质化，品牌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扣人心弦的营销策略从竞争中脱

相同的消费者以提升品牌辨识

颖而出。此外，由于适度纵享的需求强劲且疫情后消费者对茶饮的功能性日益重视，

度。”

向消费者明确沟通功能性价值蕴藏着高端化机会。

– 俞文，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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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额恢复需要一年而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
数据1: 茶饮店市场销售额及年增长率，中国，2016-2021年
数据2: 茶饮店市场门店数量及年增长率，中国，2019-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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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品牌
• 相似产品中的独特营销策略
• 经典的复兴：怀旧产品的全新营销视角
• 有营养的纵享拉升销量及更高的消费
• 消费者
• 品牌选择稳定，两大新锐玩家排名跻身前列
数据3: 购买品牌，2020-2021年
• 培养品牌忠诚度的同时纵享仍是选择品牌的重要因素
数据4: 品牌选择因素，2021年
• 外出场景实现最大销量，放松需求刺激自发消费
数据5: 消费动机，2021年
• 健康纵享促进更高的消费并推动市场增长
数据 6: 高端化因素，2021年
• 紫米及红豆的营养价值受到重视，寒天晶球因卡路里低而表现突出
数据 7: 配料认知，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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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起步阶段的周边产品促生未来商机
数据 8: 茶饮店周边产品，2021年
• 我们的观点
议题与洞察
• 直接的功能性沟通简化决策流程
• 现状
•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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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 启示
• 通过休闲娱乐和文化标签聚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茶饮店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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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9: 位于深圳的喜茶和欢乐斗地主联名快闪店以及喜茶与江南
百景图的联名合作
数据 10: 茶百道与敦煌博物馆联名茶饮
市场规模
• 2021年高个位数增长将重振市场
数据 11: 茶饮店市场销售额及年增长率，中国，2016-2021年
• 门店数量逼近60万
数据 12: 茶饮店市场门店数量及年增长率，中国，2019-2021年
市场因素
• 产品同质化趋势盛行，影响复杂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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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相采购原料导致成本攀升
• 扩大的优势意味着小品牌纷纷效仿
数据13: 桂源铺和米芝莲推出的油柑茶饮
• 现制茶饮面临来自传统茶馆的挑战
数据14: 隐溪茶馆店内氛围
• 可捕捉的多个高端化机会
• 奈雪的茶将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新式茶饮第一股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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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多元增长轨迹幅度进一步加大
数据 15: 头部茶饮店品牌的门店数量及占比，中国，2019-2021年
• 南方城市新门店数量显著增长
数据16: 茶饮店数量前十大城市，中国，2020-2021年
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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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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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奈雪的茶及喜茶类似产品的不同营销策略
• 奈雪的茶突出宣传正宗配料及清爽风味
• 喜茶加码跨界营销以增强产品认知
数据17: 喜茶与威猛先生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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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怀旧的柠檬茶注入现代元素
数据18: 喜茶超燃爆柠茶系列饮品
• 奈雪的茶发布了首个现制茶饮国家标准
数据19: 奈雪的茶与中国茶叶学会合作推出的纯茶茶饮

• 小众鲜果实现新颖体验及差异化
数据20: 奈雪的茶及喜茶推出的油柑茶饮
数据21: 含有番茄的茶饮及混合苦瓜的柠檬汁
• 功能性配料的出现加速适度纵享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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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喜茶添加益生菌的选项及斯维诗推出的茶饮
• 节庆食品或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数据23: 喜茶为端午节设计的粽子礼盒
数据24: 喜茶的龙舟粽子包
数据25: 喜茶鲜肉月饼
购买品牌
• 知名品牌主导市场，渗透率水平停滞不前
数据26: 购买品牌，2020-2021年
• 茶百道及阿姨奶茶排名跻身前列
数据27: 购买品牌——“茶百道及阿姨奶茶”（按性别和年龄区
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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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8: 购买品牌——“茶百道”（按区域区分），2021年
数据29: 购买品牌——“阿姨奶茶”（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 蜜雪冰城快速扩张，实现渗透率最大增幅
数据30: 购买品牌——“蜜雪冰城”（按就餐习惯区分），2021年
品牌选择因素
• 口味选择在吸引购买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数据31: 品牌选择因素，2021年
数据32: 品牌选择因素——“饮品的口味选择丰富&地理位置方
便”（按城市区分），2021年
数据33: 品牌选择因素——“饮品口味选择丰富”（按就餐习惯区
分），2021年
• 提升品牌粘性的努力或初见成效
数据34: 品牌选择因素——“习惯购买该品牌&有独家招牌饮品”（按
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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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空间布局的不同预期
数据35: 品牌选择因素——“有可以坐下的空间”（按就餐习惯区
分），2021年
数据36: 品牌选择因素——“有特殊门店”（按城市线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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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不同品牌的不同购买动因
数据37: 品牌选择因素（按购买品牌区分），2021年
消费动机
• 外出饮用场景仍主导整体消费
数据38: 消费动机，2021年
数据39: 消费动机——“外出逛街购物时自己主动想喝而购买茶
饮”（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40: 消费动机——“外出逛街购物时自己主动想喝而购买茶
饮”（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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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1: 消费动机——“在外就餐时自己主动想喝而购买茶饮”（按区
域区分），2021年
数据42: 消费动机——“在外就餐时自己主动想喝而购买茶饮”（按
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 “独享时刻”的纵享促进自发购买
数据43: 消费动机——“在家休闲时自己主动想喝而购买茶饮”（按
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44: 消费动机——“在家休闲时自己主动想喝而购买茶饮”（按
美食习惯区分），2021年
• 喜茶与户外娱乐休闲的隐形合作
数据45: 消费动机——“外出逛街购物时&在外休闲娱乐时”（按购买
的品牌——“喜茶”区分），2021年

报告内容
综述
PDF格式完整报告
演示文稿
互动式数据手册
同主题过往报告

高端化因素
• 健康功效孕育高端化机遇
数据46: 高端化因素，2021年
数据47: 高端化因素——“对身体健康有益”（按区域区分），2021
年
数据48: 高端化因素——“对心理健康有益”（按婚姻状况区分），
2021年
数据49: 高端化因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对心理健康有益”（按性
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 不同区域偏好的高端化特征
数据50: 高端化因素（按区域区分），2021年
• 宠物主人尤其挑剔茶叶产地
数据51: 高端化因素——“知名产地的茶叶”（按居住成员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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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对不同的高端化特征态度开明
数据52: 高端化因素——频度分析，2021年
配料认知
• 有均衡认知的配料
数据 53: 配料认知，2021年
• 认知两极分化的配料
• 紫米与红豆营养价值的认可度提高
数据54: 配料认知——“认为紫米/红豆有营养的消费者”（按城市线
级区分），2021年
• 纵享餐食的消费者仰仗寒天晶球作为低卡路里茶饮替代配料
数据55: 配料认知——“认为寒天晶球卡路里低的消费者”（按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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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区分），2021年
• 接纳丰富口味的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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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饮店周边产品
• 产品不常见造成渗透率水平较低
数据 56: 茶饮店周边产品，2021年
数据 57: 茶饮店周边产品——“没有在茶饮店买过除茶饮外的产品
的消费者”（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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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岁近30岁的消费者兴趣浓厚
数据 58: 茶饮店周边产品（按年龄区分），2021年
• 近半数买过周边产品的消费者购买2-3种产品
数据 59: 茶饮店周边产品–频度分析，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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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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