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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持续升级和不断强调天然及更高营养价值将有助吸引
新消费者和保留当前用户；与其同时，品牌还可以通过创新
迎合消费者对奢华酸奶，以及在外出就餐时期望在菜单上看
到更多酸奶/乳酸菌饮料的需求。”
– 顾菁，研究总监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超奢享酸奶时代来了
异域发酵方式在风靡前需要详述铺垫
乳酸菌饮料可以拓展至休闲餐饮场合

酸奶市场的销售额和销售量均增势强劲。但领先企业内外交困，不仅面临来自海外、区域和新创企业的冲击，还需应对
其他食品饮料市场竞争对手的蚕食。
除了作为健康食物拓展至更广泛的区域外，酸奶作为享受型食品享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显示出品牌致力于各式产品
创新，以增加产品吸引力的空间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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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和伊利强化领先优势
外国品牌、小众高端品牌和区域品牌冉冉升起
领先企业出手吸引年轻消费者
产品创新千姿百态

市场份额
蒙牛和伊利大幅上涨
数据30: 中国酸奶市场领先公司的份额（按销售额区分），中国，2014-2015年
光明的高端化之路充满荆棘
数据31: 光明乳业高端产品线延伸，中国，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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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品牌成功赢取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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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品牌跨界抢食
数据34: 统一新推出的酸奶品牌，中国，2016年

竞争策略
借助流行文化营销拉拢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消费者
数据35: 专门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酸奶和酸奶饮品范例，中国，2015-2016年
强化非零售渠道销售
高端品牌大幅促销以鼓励升级消费
联手健康生活方式品牌和活动

谁在创新？
褐色（炭烧）酸奶
数据36: 褐色酸奶范例，中国，2015-2016年
超高蛋白含量
数据37: 高蛋白酸奶范例，中国，2015-2016年
非甜味酸奶进入聚光灯
数据38: 非甜味酸奶范例，中国，2015-2016年
酸奶甜点
数据39: 酸奶甜点范例，中国，2015-2016年
乳酸菌饮料跨越浓稠度频谱
数据40: 品类模糊酸奶饮品范例，中国，2015-2016年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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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消费频率
非零售渠道消费高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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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罐包装更有吸引力
“全天然”能最有效地帮助高端产品赢取消费者

饮用频率
常温酸奶成为日常乳制品
数据41: 饮用酸奶和乳酸菌饮料的频率，2016年4月
40多岁的消费者更少喝酸奶
数据42: 过去3个月内没有吃过酸奶或乳酸菌饮料的消费者比例（按年龄区分），2016年4月
冷藏品类受女性消费者青睐
数据43: 每周食用酸奶或乳酸菌饮料1次以上的消费者比例（按性别区分），2016年4月
数据44: 每周食用冷藏酸奶或乳酸菌饮料1次以上的女性消费者比例（按年龄区分），2016年4月

非零售渠道的酸奶
非零售渠道的酸奶/乳酸菌饮料消费
乳酸菌饮料消费
酸奶/乳酸菌饮料在非零售渠道的消费高出预期
数据45: 酸奶/乳酸菌饮料在非零售渠道的消费情况，2016年4月

包装偏好和原因
纸盒凭借高档外观和便利优势最受欢迎
数据46: 包装偏好，2016年4月
数据47: “纸盒迷”对不同包装类型的看法，2016年4月
数据48: 使用带盖利乐包装的酸奶范例，中国，2016年
玻璃瓶有潜力冲击市场
数据49: 20-24岁女性的包装偏好，2016年4月
数据50: 对不同包装类型的认知，2016年4月
数据51: 认为玻璃瓶/罐“高级的”消费者比例（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4月
便携性和适合出行时食用是重要的包装测量标准

值得花高价购买的产品特点
“全天然”是比“不含添加剂”更诱人的安全保证
数据52: 值得花高价购买的产品特点，2016年4月
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关注不同的产品特点
数据53: 值得花高价购买的产品特点（按年龄区分），2016年4月
女性探索口味，男性侧重蛋白含量
数据54: 部分值得花高价购买的产品特点（按年龄区分），2016年4月
蛋白质含量高、进口牛奶发酵制成和蔬菜成分可以吸引高收入者
数据55: 部分值得花高价购买的产品特点（按收入区分），2016年4月
数据56: 添加蔬菜的酸奶和乳酸菌饮料范例，日本，2015-2016年

对酸奶的态度
餐饮渠道期待更多酸奶产品
数据57: 对在餐厅食用酸奶/酸奶饮料的态度，2016年4月
寻求新奇将继续带动新产品试吃
数据58: 对新酸奶产品理念的态度，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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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更高消费频率：意味着酸奶将继续享有高速增长
数据59: 每周食用各种酸奶或乳酸菌饮料1次以上的消费者比例（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4月
数据60: 酸奶/乳酸菌饮料在非零售渠道的消费情况（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4月
为进口牛奶和高蛋白含量支付更多的意愿强烈
数据61: 值得花高价购买的产品特点（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4月

附录：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扇形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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