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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茶饮店品牌的竞争策略

“过去数十年来，茶饮店行业欣欣

• 新兴茶饮店品牌如何吸引消费者

向荣，并以直营或加盟的商业模

• 茶饮店领域的创新趋势
• 消费者对领先茶饮店品牌形象的认知

式继续蓬勃发展。消费者越来越

• 消费者对功能性产品的偏好

偏好清淡的口感和注重健康的产

• 茶饮店领域的高端化机会

品，青睐纯茶和精简产品，并且

在中国茶饮店市场，茶馆历来是消费者体验茶文化的主要渠道，直到20世纪90年代外

看重高品质原料。强调有益健康

食茶饮行业率先在台湾和香港兴起。随后，茶饮在大陆地区开始流行，门店也逐渐从

的特性，同时与植根于中国文化

一线城市扩展至低线级城市。2020年，茶饮店门店总数为53.4万家，2021年增长了

的茶饮创意相结合，将成为高端

8%至57.7万家。与此同时，产品同质化和新兴的食品安全问题将对该行业构成威胁。

茶饮的未来趋势。”

随着资本不断涌入，中国新式茶饮行业正在经历标准化和产业化。新品研发过程强调
精选原料，因为消费者追求高品质天然原料，如全叶茶、鲜牛奶和新鲜水果。品牌和

– 高屹，研究分析师

企业尝试建立自有供应链，同时为原料产地的发展提供支持。纯茶和植物奶茶饮将成
为日益流行的潮流产品。
除了店内体验的升级和创新以外，品牌和企业还在门店运营方面发力。多样化门店类
型可能更适合当前市场，包括提供供消费者放松身心的“第三空间”，或提供快速服务
的外卖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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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
• 茶饮店消费呈增长趋势
数据2: 购买过的茶饮，中国，2021年
• 口味好和口碑好息息相关
数据3: 领先品牌的特点，中国，2021年
•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将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
数据4: 品牌选择因素（按部分描述区分），中国，2021年
• 对于消费者来说，茶饮的口味最重要
数据5: 高端化因素，中国，2021年
• 一杯理想的茶饮需具有3-4项功能性宣称
数据6: 功能性偏好，中国，2021年
数据7: 功能性偏好（按频度分析区分），中国，2021年
• 茶饮的饮用场合不局限于外卖
数据8: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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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
数据9: 喜茶投资的茶饮店品牌的产品实例，中国，2021年
• 新兴品牌以更低的成本在低线级城市大获成功
• 现状
• 启示
数据10: 喜茶和喜小茶门店照片，中国，2021年
数据11: 喜茶的明星产品也在喜小茶推出，中国，2021年
• 以更优质的原料打造精简配方，推广中国茶文化
• 现状
• 启示
数据12: 霸王茶姬鲜奶茶产品实例，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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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3: KOI Thé提供的纯茶及制茶过程，中国，2021年
数据14: KOI Thé提供手冲茶，中国，2021年
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15: 茶饮店零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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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素
• 针对外食茶饮的法规
数据16: 现制水果茶团体标准，中国，2021年
• 食品安全措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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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7: 喜茶食品安全活动海报，中国，2021年
数据18: 喜茶食品安全自查报告，中国，2021年
• 茶饮店的商业模式不尽相同
• 直营——在卓越运营方面占优势
• 加盟——在发展自有供应链方面占优势
数据19: 蜜雪冰城的全自动生产车间，中国
市场份额
数据20: 头部茶饮店品牌的门店数量及占比，中国，2019-21年
营销活动
• 沉浸式门店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体验
• 巴士造型的SEVENBUS
数据21: SEVENBUS新门店，中国，2021年
• 喜茶手造店成为深圳南头古城打卡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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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喜茶手造店，中国，2021年
• théATRE：茶饮与艺术的融合
数据23: théATRE产品“吉维尼的正午”，中国，2021年
• 茶饮店将整体“养生”概念应用于品牌宣传
数据24: 椿风对中草药原料的介绍，中国，2021年
数据25: 椿风官网关于饮食的文章，中国，2021年
• 宣传经典回归季节限定产品
数据26: 3个品牌的招牌饮品，中国，2021年
新产品趋势
• 喜茶在城市限定系列中融入特色美食元素
数据27: 喜茶城市限定产品，中国，2021年
• 未来茶浪的茶饮带营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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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说明“一茶三调”的未来茶浪产品图片，中国，2021年
数据29: 说明营养标签的未来茶浪产品图片，中国，2021年
• 佰朔用咖啡萃取工艺制作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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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佰朔茶拿铁和茶味甜点，中国，2021年
购买过的茶饮
• 在茶饮店消费的消费者数量有所增长
数据31: 购买过的茶饮，中国，2020年和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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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精简的茶饮得到Z世代青睐
数据33: 购买过的茶饮（按代际区分），中国，2021年
• 利用纯茶和植物基茶饮实现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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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4: 购买过的茶饮（按个人收入和教育程度区分），中国，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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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普遍追求茶饮多样性
数据35: 购买过的茶饮（按频度分析区分），中国，2021年
数据36: 购买过的茶饮（按性别和年龄区分），中国，2021年
数据37: 购买过的茶饮（按城市线级区分），中国，2021年
品牌印象
• 口味好和口碑好息息相关
数据38: 领先品牌的印象，中国，2021年
• 解读消费者对喜茶品牌形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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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9: 购买过的茶饮（按喜茶品牌印象区分），中国，2021年
• 门店数量有助于品牌认知度的提升
数据40: 品牌印象（按“不了解这个品牌”的部分品牌和门店数量区
分），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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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茶饮品牌时的道德考量
数据41: 品牌选择因素，中国，2021年
• 价格更低的替代产品并不适用于所有消费者
数据42: 品牌选择因素（按“在两款口味相似的茶饮中，我会选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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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更低的产品”区分），中国，2021年
数据43: 品牌选择因素（按“在两款口味相似的茶饮中，我会选择价
格更低的产品”和家庭收入区分），中国，2021年

国，2021年
数据45: 品牌选择因素（按“相比现制茶饮，我会因为价格更低而购
买相似口味的瓶装饮品”区分），中国，2021年
• 消费者追求定制和明确的产品成分标签
数据46: 品牌选择因素（按部分描述区分），中国，2021年
• 高收入消费者更适应新趋势
数据47: 品牌选择因素（按部分描述区分），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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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8: 品牌选择因素（按部分消费者“非常同意”的描述区分），
中国，2021年
高端化因素
• 产品的口味比包装和名称更重要
数据49: 高端化因素，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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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线级城市的消费者对茶饮的偏好呈现差异化
数据50: 高端化因素（按城市线级区分），中国，2021年
• 利用先进的茶底萃取工艺优化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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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51: 高端化因素（按购买过的茶饮区分），中国，2021年
数据52: 高端化因素（按先进的茶底萃取工艺和家庭收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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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1年
功能性偏好
• 消费者希望茶饮有益肠道健康
数据53: 功能性偏好，中国，2021年
• 18-24岁的消费者追求美容养颜功效
数据54: 功能性偏好（按部分宣称以及性别和年龄区分），中国，
2021年
• 最具吸引力的功能性宣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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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55: 功能性偏好（按频度分析区分），中国，2021年
数据56: TURF分析——健康意识，2021年
数据57: 前十大食品原料（按与医疗保健相符的食品和饮料品类区
分），全球，2016年10月-2021年11月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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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域性原料和纯茶的积极态度
数据58: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按茶饮偏好区分），中国，2021
年
数据59: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按“我喜欢使用地域性原料制作的
饮品”以及性别、年龄和个人收入区分），中国，2021年
数据60: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按“我喜欢在茶饮店购买纯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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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市线级和个人收入区分），中国，2021年
• 家人/朋友的推荐会影响品牌偏好
数据61: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中国，2021年
• 消费者寻求差异化的“第三空间”
数据62: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中国，2021年
• 年轻一代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较低
数据63: 对茶饮和茶饮店的态度（按代际区分），中国，2021年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64: 茶饮店的总销售额，中国，2015-2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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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