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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牛奶产品开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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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和矿物质预混料

维生素、类胡萝卜素、精细化学品、预混料和营养产品

风味

液体、粉末以及胶囊呈现出优质口感。应用了tasteGM, 
tastePRINT和ModulaSENSE口味调

麦芽提取物及产品

特殊麦芽提取物和麦芽产品

功能性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

异麦芽糖粉、低聚果糖和菊粉，代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益生
元、可溶性膳食纤维

啤酒花提取物

通过专利性绿色植物提取技术提取优质啤酒花提取物

食品着色

从水果、蔬菜、食用植物中提取浓缩汁

可可食品

 
欧洲加工可可粉、牛油和白酒、西非原产豆、印尼原产粉和
牛油

植物提取物

用于食品和饮料的植物和草本提取物，如瓜拉那绿茶、紫
锥菊、接骨木花

焦糖产品

焦糖颜色、焦糖芳香、增稠焦糖和内含物啤酒花提取物

概述
本文总结了阿斯派克加工公司开发、混合、制造一系列创
新型饮料配方的能力。本文第二部分包括了对中国乳业的
研究。本报告提供了近期乳品中国市场趋势和各品牌市场
份额的概述。本节的目的在于为你建立关于附加价值饮料
发展和评估的大致印象。 

背景
阿斯派克加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西兰无菌牛奶加工厂，
拥有新西兰食品生产健康和安全认证和中国认证，生产和
出口各种包装形式的UHT牛奶。她总部位于新西兰，毗邻
陶兰加港。

口味和配方
工厂的加工设备包括一个高质量的食品混合站，可以生产
多种配方，例如香料、强化添加剂、蛋白质、果浆、乳糖酶和
更广泛的早餐风格饮料。共产与新西兰顶级香料和配料公
司INVITA和DSM有贸易关系，确保我们与国际产品开发选
择保持联系。

口味

阿斯派克乳业配料来源专业配料公司INVITA,新西兰顶级
香料和配料公司提供国际化解决方案、配方和产品开发技
术支持。他们的产品范围包括：
• 补充、强化和风味
• 营养、健康、消化和舒适的优质成分
• 高蛋白质消驱动消费者偏好
• 酶将牛奶转化为无麸质 

大容量配料站

UHT均质化站

阿斯派克加工公司
生产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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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品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化。零售的奶
制品和奶制品的替代品预计将以每年1%的
增长速度持续到2023年，达到每人23公斤的
消费量。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但
它远低于美国消费市场的1/3。由此，我们希
望中国乳品消费市场能够随着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增长长期发展。

在乳品种类中，中国消费趋势受到一系列消
费驱动因素的影响.对这些消费驱动因素对
理解掌握可以帮助在变化的市场中取得最
大的影响。

这份报告探讨了四种关键的乳制品（鲜奶、
常温奶、奶粉、饮用酸奶）以及奶制替代品在
一个品类和单个产品水平上的市场趋势。这
是为了帮助新西兰乳品公司在中国扩大市
场销售

EIU开发了一种模型，这种模型可以高效分析和
过滤在中国的1000多种乳制品，针对每一种乳制
品都会有超过384条数据信息。这份报告也借助
了这个分析模型。

SS

概览
乳品在中国

S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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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酸奶–价格最高同时竞争强劲 
从零售销量上看，这是销量最大的乳制品类，从价值上看，酸奶仅次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在未来的五年里，这一类别的市场规模将增长56%，达到263亿美元。 同期，零售量将增长
50%，达到114亿升左右。
品牌需要清晰的信息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竞争将会很激烈。自2017年以来，这一领域有超
过775个产品重新命名或发布，每一个都试图在十大品牌控制76%的市场中分一杯羹。

奶粉–品牌稳定、市场稳定、机会有限
预计奶粉的价值将增长，而不是数量。 零售价值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增长14%，达到33亿美
元。零售额可能会保持不变稳定。这个市场是多样化的。2018年，50%的市场份额由排名前
15位以外的品牌控制。产品变动少于其他类别(只有92个品牌/新产品——自2017年以来)，
提供创新产品的新品牌可能会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产品自身价值的增长可能是这类产品价格增长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表明产品为不同消费群
体提供了多样选择，特别是准妈妈和老人。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粉末添加剂如何改善个人整
体健康，而不是产品的产地和生产方式。奶粉是新西兰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添加了维生
素，矿物质和有效的营销策略，证明了这些健康因素的添加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由此，产
品对消费者的价格可以增加！

鲜奶–被证实有利可图的高价产品
未来5年，鲜奶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29%，达到64亿美元。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
增加，以及对非超高温灭菌法产品和国内奶制品供应商的信任持续增加。这一类别是最多
样化的，有52%的市场控制在前15名品牌之外。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价值空运
产品，如Oravida和A2牛奶，仍有相当高的市场溢价。这些溢价很可能超过物流成本的相关
增加。

常温奶–于已有的强有竞争力的品牌以及稳定的市场，机会有限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常温牛奶市场(按价值排名第三)将保持稳定。零售额预计仅比2018年
水平增加7%到2023年(增至68亿升)，总值小幅增长(增长6%至150亿美元)。市场高度集
中，四个品牌控制了72%的市场份额。许多品牌都在寻求在这个市场上产生影响，有270种
产品自2017年初推出或更名。新西兰品牌寻求出口液体乳制品可能会在其他液体形式中取
得更大的成功，比如饮用酸奶。

综合性健康需求于消费者而言最为重要 
消费者对满足整体健康需求的产品感兴趣。单个的健康需求比如眼睛健康不是孤立地促进
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整体促进消费者中实现的。这些需求通常与相关的维生素或矿
物质相连接。建立在这种营销策略的产品通常单价较高。
针对这一系列的健康需求，为了让“整体健康”的信息更清晰，成功的品牌可能需要创建一
个容易让消费者认为是高价值，全面的健康的品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像奶粉这样的类别
展示了如何利用产品品种来针对特定的人口群体(特别是孕妇和老年人)，量身定制保健产
品来进一步传递这一信息。
事实证明，那些含有竞争对手无法轻易复制健康因素的品牌宣传是成功的。A2牛奶公司就
是这种策略的一个例子。

无转基因产品仍待开发
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反感。研究表明，47%的中国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
持负面看法(只有12%的人持正面看法)(1)，然而不到1%常温奶声明不含转基因，而且鲜奶
类产品中没有无转基因声明。这是因为中国要求严格控制“无转基因”产品的标签宣传，在
这个例子中是无转基因的。通过中国监管机构批准的方式推广新西兰的非转基因形象，可
能会创造出一种具有良好价值的新主张。研究牛奶替代产品如何成功地在中国推广不含转
基因大豆可能是有价值的。

草场和牧草的质量疏于管控
声称用牧草喂养的产品的描述是多种多样的。许多营养成分表都没有包括畜种饮食中牧草
的比例，也没有列出畜种是在放养还是在圈养。其结果是，消息传递不一致，可能会让消费
者感到困惑由高价值和低成本产品共同推动。因此，很难确定是否牧草饲养导致了溢价。
这些差异表明，如果没有额外的研究，很难确定消费者对牧草饲料产品的看法。试图推广以
草饲为主的新西兰放养奶牛的产品，需要向消费者明确说明这一点，避免与低价格的草饲
产品产生关联。将这些声明与任何相关的健康声明联系起来也很有价值。

新西兰产品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有更大的潜力
在网上搜索新西兰牛奶的人女性占了绝大多数。85%的搜索发生在30–50岁年龄组。特别
是来自上海的搜索量明显高于预期。这些发现可以用于将产品定位到中国市场，因为在中
国国内大规模推出可能是不可行的。
新西兰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安全的食品来源，所有的奶制品都不含转基因，建立一个关注健
康的共同品牌并从放养的草饲奶牛中汲取奶源，推广这一声誉可能对中国市场很有帮助。
这将减少个人需求被低成本品牌忽视的风险。然而，这种策略会增加新西兰的品牌风险，如
果产品经历负面的品牌形象(即来自食品安全恐慌)。Notes 1: Natural NPJ食品科学: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一项全国性研究。——2018年6月

主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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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中国，乳品的单位价格以及预期单位价格增长

相较于西方市场的
低人均消费量和不
断增长的可支配收

入表明，在中国乳

单位价格观察
有些情况下，单位价格上涨时由于零售数量下降
随着中国对乳制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增加(1)，大多数乳制品
类别有望成交量和价值增长。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理想的
市场通常是零售价格和零售量都在增加，特别是价格以更
高的速度增长，与预期生产成本的增加无关。
由于零售量下降，三大类别的产品单价增长势头较猛风味
牛奶饮料
风味牛奶饮品
• 预计在2023年，调味牛奶饮料的零售量将下降64%，

而总价值仅下降了60%。这导致了单位价格的强劲增
长，尽管类别价值在缩水。

常温奶
• 零售量下降但成本增长导致了产品价格增长，请翻到

31页了解更多的信息。
奶粉 
• 销售量稳定但成本增长的势头强劲导致了价格增长，

请翻到39页了解更多信息。

液态奶的消费驱动因素似乎不大受价格影响
产品的价格点和便利性是两个方面大多数已确定的消费
者选择食品的驱动因素(2)。液态乳制品和乳制品替代品
产品的定价也差不多(在1.65美元之间)每升2.14美元)，并
以类似的方式储存。这使得在更微妙的消费趋势发生变化
时，液体乳制品类别之间的切换相对容易。我们认为，有助
于改变液态乳制品消费方式的趋势包括:

• 一种追求更健康产品而不是味道的运动。 结果:饮用酸
奶和鲜奶等产品比风味牛奶更受欢迎。这在这些类别
的消费趋势中得到了证实。 

• 对当地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不断增强。 结果:本地生
产(冷冻储藏）相较于进口产品（常温储藏）消费增长有
优势。

来源: MPI, 经济智库(2018) ©保留所有相关权利

Notes: 1: 2017 中国乳品消费 趋势报告 – Mintel, 2: Deloitte, Capitalizing on the shifting consumer food value equation. - 2016

乳品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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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 年中国多类别产品零售量(升或千克为计量单位).

随着人们对非超高温牛奶安
全性的信任不断建立，以及
消费者转向功能更强大的产
品，我们预计鲜牛奶的销量
将会在 2023年增加到30亿
升以上。

常温牛奶和饮用酸奶销量保持领先，我们认为该
类别产品在未来会保持同样的趋势，由于它们的
贮藏便利性。

液体产品于本份报告予以评估

来源: MPI, 经济智库 (2018) ©保留所有相关权利.Notes1: 基于敏特GNPD分析

观察
常温贮藏型商品看来将是最大的一个乳制品类别
饮用酸奶于2018年零售额为76亿升(常温储藏)和常温奶
(2018年为74亿升)将在未来5年保持主要类别。饮用酸奶
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零售量预期将在
2023年增长50%倒到达114亿升。总零售市场规模达到
270亿美元，仅次于价值最高的婴儿配方奶粉。
货架稳定牛奶零售量将在2023年下降7%到达68亿升但
在零售量上仍旧保持第二类别。
尽管冷藏乳制品销售量有所增加，一些常温储藏乳制品零
售量有所下降。但显然，尽管冷藏型牛奶和饮用酸奶零售
量有所增加，常温贮藏型零售量有所下降，常温贮藏型牛
奶和饮用酸奶产品在市场上仍占有强势地位。它们易于饮
用的包装(通常是带有吸管的250ml纸盒小包装)，享有安
全食品的声誉(归功于超高温(UHT)生产系统)和能在常温
下贮藏的能力，使它们成为现在和将来消费者最喜欢的饮
品。

乳品饮料的销售趋势在未来5年将发生关键变化
中国消费者正在转向那些被认为更有益健康的产品，比
如饮用酸奶。因此，风味牛奶等非功能性产品的零售数量
看来将继续下降。2018年零售额较2014年的高点下降了
39%，而2023零售额预计将较2014年水平下降66%。在未
来五年内，鲜奶的消费量是预计将增加30亿升。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食品中的非超高温灭菌产品的信任
增加了。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基本牛奶需要通过
冷冻而不是常温贮藏型来满足，它被认为是更有健康益处
的风味乳。
由于这些消费趋势,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5年里，鲜奶的消费
地位可以取代风味乳的消费地位。
从2013年开始，牛奶替代品的零售数量下降了19%, 这
一类别被认为是稳定发展的，到2023年，其零售数量将与
2018年维持在一个相似的水平，42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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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发展前途的品类之一价值
增长潜力高但竞争激烈

饮用酸奶反映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
饮用酸奶反映了一个健康且不断增长的市场。据估计，到
2023年，饮用酸奶的市场规模将超过260亿美元，零售总
额将超过110亿公斤。这一增长已经超出了一个很大的基
数，因为按价值计算，这一类别是仅次于婴儿配方奶粉的
第二大类别。
造成这种增长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乳糖缺乏的比例很高
(1)。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发酵过程，酸奶产品经常被推
荐为轻度乳糖缺乏消费者的选择。
该产品可以提供常温贮藏和冷藏形式，因此，如果冷藏形
式的产品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该类别可以很容易地适应。 

图 3: 自2013年饮用酸奶在中国的占比增长.

公司正在以更高的单位价格发售产品以图抓住这一价格
增长机遇
许多公司认为，根据市场研究员的预计，成功的产品将获
得高于每公斤平均零售2美元的溢价。从2013年到2018年
(截至10月)，产品发布和重塑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推出
了370多款产品。这些产品的单价也在上涨。2018年新产
品发布的数量是其他类别评估的两倍以上。这很好地说明
了这一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 这可能是因为如果一个品
牌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它将获得巨大的潜在回报。

Source: MPI, 经济智库 (2018) ©保留所
有相关权利.

饮用酸奶在中国消费者中很受欢迎，它
既能常温贮藏又能冷藏，又具有一定的
功能性，这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光明前景
的乳制品类别。

图 4:饮用酸奶和酸乳产品推出/改版和单价差价。

2018年，该品类的产品活性是鲜奶
的11倍多，是常温

Notes 1: 资料来源包括2001年发表在《
中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题为《乳糖缺乏
和乳糖的患病率》的文章中国不同年龄
儿童的不耐受。113(12):1129–32)。2:例
子包括201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
杂志》上的一篇题为《酸奶中的乳糖消化:
机理和相关性》的论文。

Source: MPI, 敏特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相关权利.

Notes 1: Full names are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Source: MPI,经济智库 (2018) © 保留所有相关权利.

品牌的市场份额
多个品牌的几家公司选择合并
2009年牛奶市场由几个小品牌占牌。娃哈哈是唯一一个
市场份额超过10%的品牌，控制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
额。49.4%的市场是由市场份额低于5%的品牌组成的。到
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36.4%。
2018年73%的市场份额由三个公司控制
伊利集团，占据市场份额35.4%旗下拥有安慕希、畅轻，与
此同时蒙牛集团（占据市场份额28.9%）旗下拥有冠益乳
和纯甄。光明食品集团(1)(10%市场份额)拥有光明和莫
斯利安而娃哈哈在2018年只占据了市场份额4.2%，仅是
2009年一半的零售价值。
伊利集团旗下品牌安慕希–主要的成功。
在2011年，伊利集团市场份额为13.3%。从那以后，他们又
给这家公司引进了一个新品牌，至2018年为止其市场份
额每年都增长35.4%。其表现最好的品牌安慕希是一个新
品牌实现强劲增长的例子。现在，该品牌以22%的市场份
额成为市场领导者，是其他品牌的两倍多。

2014年发布，品牌份额为2%安慕希在同一年实现了2.2亿
新西兰元的收入。这种持续的增长是在部分原因是与人气
电视节目《跑男》的联系，该节目由安慕希的两位品牌大使
主演。 
伊利集团
2018年，蒙牛控股的兰德占有28.9%的市场份额。其表现
最好的品牌纯甄于2013年发布，目前占有10.7%的市场份
额。像大多数可饮用的酸奶产品一样，它们通常是小杯的
250Ml包装，方便消费者携带。
光明食品集团在行业竞争中挣扎
2014年，Bright旗下品牌莫斯利安、畅优、光明占据市场
份额最大(25.2%)。它的品牌效应每年都在减弱，每年流失
10%到30%的品牌份额。2018年，这些品牌占据了9.7%的
市场份额。可能的原因包括安慕希品牌的巨大成功，或者
法国竞争对手达能(Danone)在2007年出售了该公司的股
份，并将其在中国的努力重点放在了蒙牛身上。其持有蒙
牛9.9%的股份，并于2014年开始与蒙牛合作。

饮用酸奶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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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 酸奶

产品样式

图6: 2018年大品牌的主要饮用酸奶

这种货架稳定产品使用进口蓝莓泥。
该产品声称其牛奶来自一个农场，这
可能表明该公司正试图将该产品与
草饲联系起来，而不必声明。该产品
促进益生菌培养，蛋白质含量比国家
标准高出35%。

这种常温贮藏产品是用“优质牧草
奶源”制成的，进口丹麦乳酸菌。它
带有微信代码和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FIFA和FSC(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标
志。请注意，缺乏草饲声称，并存在“
优质牧草奶源”。

这家公司各单位推出扫二维码抽奖
活动。它是用莫氏益生菌发酵的。

这款产品已重新包装。每100毫升含
有钙、高维生素D和不到5克的糖。制
造商表示，钙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
分，有助于保持骨密度。维生素D促进
钙的吸收。

光明发酵牛奶已经用新的设计重新
包装。本产品采用精选原料，专利益
生菌干酪乳杆菌发酵，先进设备加
工，冷链运输。

娃哈哈(芒果酸奶饮料)每升包含20g
的芒果泥，以及大于或等于35%的酸
奶和大于或等于5%的果汁。这种酸
奶饮料是使用乳酸菌发酵和优质牛
奶来源。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养乐多
新包装
5 x 100ml
5 瓶装

光明
2018年9月 
950g
盒装

哇哈哈
2018年2月 
450ml
塑料瓶

莫斯利安
2017年12月
12 x 200g
塑料瓶

纯甄
2018年8月
12 x 200g
塑料瓶

安慕希
2018年5月
12 x 205g
塑料瓶

品牌:
重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重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重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重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产品索赔评估

图7：2014-2018年在中国发布或重塑品牌的饮用酸奶产品的属性声明。

声明概览
产品以及产品声明
经过评估的众多产品声明似乎表明，提高产品单价的潜力
有限。在有足够大的样本量进行评估的产品中，有机产品
被认为比基线类别具有显著的优势。只有三种产品含有特
殊的草食成分但没有不含转基因的声明。
无转基因声明在中国很难获得，然而，中国人对转基因产
品的情绪往往是负面的(1)，探索可能导致与转基因无关
联的营销技术，并提升这一属性可能是有效的。进一步建
议对草饲的声明进行测试以确保有积极的共鸣的主张与
中国消费者。 

有机产品声明评估
有机产品提供更高的溢价.
在从2014年开始推出或重新命名的1500种产品中，只有
27种产品被列为有机产品。与这个基数相比，上市价格中
位数为每公斤6.10美元，而所有产品的价格为每公斤3.60
美元(图7中列为“基数”)。这表明公司评估，如果保持有机
产品，产品将获得溢价点供应链。这是否会抵消维持有机
供应链的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有机产品可能与其他属性声明的关联性较低
有机食品与其他食品如不含激素、不含草饲和不含转基因
食品的联系不大。这表明，中国消费者可能不会把这些特
征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等市场往往是这样。或者，他们可能
只是对动物饲养的要求有有限的关注，而更多对有机食品
的个人健康益处感兴趣产品。建议有针对性的调查工作，
以解决这些问题，以确保有机主张的正确定位。

图8:与有机产品相关的声明. 
声明(所有产品)(2) %
Halal 30
没有添加剂 / 防腐剂 26
儿童(5 –12 15
环保包装 11
社交媒体展示 11

Source: MPI,Mintel GNPD (2018)©所有权保留

Notes 1: Nature NPJ 食品科学: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一项全国性研究——2018年6月。2:通常情况下，前25%的产品被分离出来，以评估哪些主张是由最优秀的
执行者推广的，但由于样本量小，这并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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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酸奶

新西兰起源与骨骼健康
有限和优质的产品促进骨骼健康。
只有20种饮用酸奶的产品宣传骨骼健康。宣传该声明的
产品的单价中位数(每升3.90元)与所有产品的单价中位
数(每升3.60元)相似。几乎所有饮用酸奶的产品都能声称
能促进骨骼健康，而产品几乎没有因为钙的存在而发生变
化。这就使得那些宣称骨骼健康的产品很难与消费者产生
共鸣。优质产品可以通过关注额外的蛋白质而获得，因为
该产品声明中的价格是每升4.60美元litre. 

图9: 与骨骼健康相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产品)(3) %
功能-其他 60
儿童（5-12) 60
维生素/矿物质强化 50
添加钙 45
清真认证 35

Source: MPI, Mintel GNP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新西兰产的产品尚未表现出溢价.
Note: 在13种声称来自新西兰的饮料中，有一半的产品来
自同一品牌(杰利布朗)，现在更名为新品牌(杰利皇冠)推
广，没有新西兰原产地声明。
因为在这个声明搜索中有一个品牌的存在感很强，所以我
们无法使用新西兰的声明来确认导致溢价。
大多数与新西兰原产产品相关的声明都强调没有负面影
响属性(如低胆固醇)而不是推广更多积极的影响属性(如
添加钙)。单价较低的产品通常使用从奶粉等产品中重新
合成的新西兰牛奶，并与蔬菜和果汁等产品结合在一起。

图10: 与骨骼健康相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产品)(3) %
无添加剂/防腐剂 54
低/无/降低胆固醇 46
低/无/降低Transat 46
社交媒体展示 15

Source: MPI, Mintel GNP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天然牧场和草饲的声明
涉及牧草喂养的声明经常被含糊不清地使用。
我们的研究表明，45种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牧草喂
养”。许多大销量的品牌使用与奶牛是用牧草喂养的事实
相关的声明。他们没有提到他们的饮食有多少是牧草与其
他饲料的比较，还是自由放养或谷仓饲养。
这个观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恒天然(Fonterra)等以牧
草为中心的公司经常使用“全年在户外放牧”的说法，并结
合牧草喂养的说法来强调这一点的不同。
尽管如此，声称用草或牧草喂养的产品的中值价格确实比
基线中值价格高出18%。那些能够清楚地说明新西兰牧草
喂养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好处的公司，也许能够在不改
变产品的情况下，制造优质产品。

图11: 与草饲有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产品)(3) %
清真认证 50
无添加剂/防腐剂 50
便携包装 33
益生菌 25
简易包装 25

Source: MPI,Mintel GNP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产品样式

图12: 2018年大品牌的主要饮用酸奶

这个产品只有三种材料成份并含有
活性成分培养菌，一包只有85卡路
里。无谷蛋白产品在103毫升美国农
业部包装有机的，Twitter和Face-
book的标志。

该产品含有1亿CFU(菌落形成单位)
双歧杆菌每1g，由有机生牛奶，有机
白砂糖和丹麦益生菌。这个产品据说
如奶油一般丝滑。

该产品由内蒙古一家有机农场生产
的牛奶制成。这款产品不含添加剂、
增稠剂和调味料，200克包装，上面有
两个二维码。

该产品针对3岁以上儿童，采用100%
有机原料牛奶，并按照严格的生产工
艺进行加工。它含有乳酸双歧杆菌和
长双歧杆菌。这个清真认证产品上还
印有喜羊羊卡通形象。

该产品使用100%有机牛奶的来源。
还有一个二维码。

产品含有1亿A+BB活性乳酸菌100
克。该产品使用二维码，简单的正面
包装，背面有关键标识。清真产品也
有二维码。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Yili QQ Star 
Jun 2015 
200g
塑料瓶

Sanyuan 
Nov 2017
12 x 200g 
塑料瓶

Yili Chang Qing
Feb 2017
250g
塑料瓶

Sheng Mu Saiyinsu
Jul 2016
200g
玻璃瓶

Herun Golden Time
Jul 2018
255g
塑料瓶

Sassy LassiKids 
 2018年6月
103ml
创意瓶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价格: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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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

产品样式

图6: 2018年大品牌的主要饮用酸奶

本产品选用新西兰、丹麦优质牛奶精
制而成Danisca独家细菌和Howaru 
NCFM细菌。这种饮料不含胆固醇、
反式脂肪、防腐剂和人造甜味剂。

该产品由新西兰产的牛奶制成含双
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 
菌、发酵乳杆菌。本产品不含人工色 
素，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

该产品含有10%的果汁含量，25%
来自新西兰的牛奶，三种蔬菜和六种
水果。

该产品不含脂肪，而且用益生菌发酵
72小时本产品采用100%新西兰进口
牛奶制成。

这种杂交产品含有12种蔬菜，包括:
胡萝卜、番茄、卷心菜、冬瓜、菠菜、南
瓜、花椰菜、芹菜、甜菜根、生菜，黄瓜
和芦笋。本产品使用新新西兰进口
牛奶。

该产品由新西兰奶粉制成，使用欧洲
菌株Lpc-37(一种益生菌)发酵，并采
用速冻技术技术提供一个新鲜和甜
的味道。该公司声称纤维有助于维持
正常的胃肠功能。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Xiao Tiao Pi
Jun 2017
5 x 100ml
Plastic bottles

Niu Chi Cai
Nov 2017
450ml
Plastic bottle

Wei Chuan
Nov 2017
420ml
Plastic bottle

New Hope V Mei
Jan 2018
300ml
Plastic bottle

Makouou
Jun 2017
4 x 100ml
Plastic bottles

Jelley Brown
May 2015
4 x 100ml
Plastic bottles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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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鲜奶的需求增长未
来将在不影响价格的

情况下持续

强劲的销量和价值增长预期。

鲜奶潜力巨大，2018年中国鲜奶零售量占货架稳定牛奶
的三分之一。预计到2023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45%，价
值将增加到40%。该产品的价值可能会保持强劲，预计将
从2018年的47亿美元市场规模增长到2023年的64亿美
元以上。中国消费者很可能增加这种乳制品的摄入量，因
为它的功能优于其他制品，如风味牛奶。

图14:与2013年相比，中国鲜奶的销量比例有所上升

尽管鲜奶市场前景看好，但该领域的产品发布和价格仍保
持稳定。

自2008年以来，每年推出的产品单价中位数稳步上升，由
每公升2.30元上升至每升3.30元（图15)。这一分析表明，
部分原因是航空货运产品的增加。与饮用酸奶等其他乳制
品种类相比，品牌活动相对有限。

图15: 液态鲜奶产品推出/改版及单价差价。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Notes: 1: Full names are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Source: MPI,经济智库 (2018) ©保留所有相关权利.

按市场规模划分的主要品牌
产品多样性反映了一个稳定和竞争的环境

过去10年的缓慢运动。
不包括光明食品集团内部的品牌变动，过去十年里一直没
有出现大的品牌份额变动。最大的获得是由中国,从2009
年的1.3%增加到2018年的4.4%。

品牌多样性明显，品牌集中度有限
鲜奶的种类非常多样化。没有一个品牌拥有超过9%的品
牌份额。新希望乳业和光明食品集团是前15名中唯一拥有
一个以上品牌的企业。

光明食品集团内部的运动
2009年的市场份额是所有公司中最大的。2018年，这一
比例降至12%。该公司的两个主要品牌是Bright和UBest, 
2018年的市场份额分别为6.1%和5.2%。

品牌应该意识到发达国家的鲜奶市场在产品中所犯的错误。
在美国等鲜奶市场，自有品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超过50%)，非15强品牌的销量有限(不到20%)。这反映了
消费者对一般产品功能的满意程度。随着中国鲜奶消费量
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大型零售商检验自己对供应链的影
响，这种趋势可能会在中国市场出现。公司在制定新鲜牛
奶营销策略时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以确保其品牌能够承受
这一风险。食品集团在行业竞争中挣扎

其他乳制品类的大公司不属于鲜奶类
伊利集团(Yili Group)和蒙牛乳业(Mengniu Dairy)在其他
市场拥有大量品牌份额，但它们并不在鲜奶类市场前15名
之列。这可能是由于区域供应商的市场结构，由于产品保
质期和物流需求较短，因而只能供应本地市场

图16: 2018年鲜奶产品品牌份额

鲜牛奶
鲜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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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牛奶

Source: MPI,MintelGNP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产品声明评估

图18: 2014 -2018年在中国发布或改版的新鲜牛奶产品的属性声明。

大品牌产品示例

图17: 2018年按市场规模排名的主要鲜奶产品

牛奶是根据国际巴氏杀菌技术加工
的，以保留更多的营养，并通过冷
链系统分配，以保持新鲜。本产品推
广其认证名录ISO9001、HACCP、I-
SO14001、GAP+认证。

这种普通产品已重新包装。用最少
的说明，它只是简单地说明产品有
营养。

牛奶是在一个生态友好的农场生产 
的。据该公司介绍，每1000克该产品 
含有34克优质牛奶蛋白。该公司尚
未更新任何冰牛奶产品自2009年以 
来,(1)。

产品有QR，微信和Sinocodes。它使 
用纯荷斯坦牛奶。这些奶牛使用全混 
合日粮系统喂养，以确保它们的健康 
和牛奶的质量。然后品牌会推通过概
述其冷链物流和巴氏灭菌法的过程
推广食品安全。

这些牛奶在24小时内从牛奶加工牧
场到市场。它含有3.5克牛奶蛋白，
不添加任何添加剂，据说口感醇厚
纯净。

产品含有大于或相当于每100克牛
奶中含有3.3克蛋白质服务。这个产
品来自有机牧场，并以带有二维码的
250毫升包装零售。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U Best (a Bright Food brand)
May 2018
950ml
Carton

New Hope Dairy
Jun 2018
950ml
Milk carton

Flower Fresh
Jan 2018
250ml
Milk Carton

Weigang
Aug 2007
950ml
Carton

Bright
Jul 2018
1.5 litre
Milk bottle

Sanyuan Nong Ken Mu Chang
May 2018
980ml
Milk Carton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产品:
净重:
包装:

声明概述
自2014年以来有限的发布。
自2014年到2018年只有133种鲜奶品类产品发布。因此，
在单个产品声明上的产品样本量往往太小，无法进行分 
析。这一类别的分析将转而关注单个产品。它也可能表明，
与其他产品相比目前对这个类别的小众产品需求较少

没有宣传产品来自新西兰，青草喂养，或者不含转基因。
这可能是由于从新西兰运输鲜奶到中国不仅在物流上有
挑战，而且在产品翻译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的事实。例如，总
部位于新西兰的Green Valley奶制品公司通过Oravida出
口的新鲜液态奶通常在新西兰的橱窗里出售。尽管如此，
该产品本身的描述与新西兰无关。

A2牛奶体现了产品的溢价。
A2牛奶公司的鲜奶产品售价是每升10.20美元，与其他产
品相比是个异常值。空运到中国的成本估计在每公斤3新
西兰元左右，这仍然使A2牛奶在调整后的新鲜牛奶产品价
格中稳居前25%。这在下一页将进一步讨论。

牧草喂养的产品不太可能获得溢价。
23%的鲜奶产品中含有牧场相关的声明。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产品的中值价格每升比新鲜牛奶的3.5美元低30美
分。
Figure 19: 与牧草喂养有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产品)(3) %
无添加剂/防腐剂 35.5 
环保包装 19.4 
高/添加蛋白质 9.7
社交媒体的展示 6.5

鲜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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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牛奶

单价最高的产品实例

图20: 异常产品(单价异常高的产品)。

该产品被描述为巴氏杀菌全脂牛奶，
还有二维码。注:该产品来自新西兰
的信息，尚未披露这在产品描述中。

有限的产品描述。 产品声称其味道
丰富，钙含量高。

该产品被描述为来自清洁环境的优 
质食品。这种巴氏杀菌产品以1升包
装零售。

牛奶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该产品 
零售1升包装。

这些牛奶来自塔斯马尼亚岛健康的
澳大利亚奶牛。这款“优质、纯天然的
产品”以1升包装的形式出售，包装上
有二维码和微信码

这款Nassa有机认证产品的零售包
装为1升装，带有二维码。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A2 Milk 
Jul 2017
1 litre
Milk Carton

Vdlvan 
Feb 2018
1 litre
盒装

Kyvalley Farms 
Aug 2018
1 litre
塑料瓶

Sada
Apr 2017
1 litre
塑料瓶

Yonsei Milk 
Nov 2015 
223ml 
塑料瓶

Oravida 
Dec 2017 
225ml
Milk Carton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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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牛奶鲜牛奶

带有牧草/草饲声明的产品例子

图 22:图19和图20中未包括声称使用牧草喂养的主要产品.产品

来源SQF(安全质量食品)认证牧场，
这巴最低限度声明，但产品自称是牧
场牛奶。这可能是一个翻译问题"牧
场牛奶"实际上指的是“巴氏杀菌奶”
。氏杀菌产品据说是甜的。

伊利QQ之星有机牛奶使用有机牧场
奶源。每100毫升含有3.6克乳蛋白和
强化维生素A和维生素D的组合。该
产品然后描述这些成分是如何改善
个人健康。

纯源产自独家有机牧场每100毫升提
供3.3克活性牛奶蛋白。全脂奶油产
品不含任何添加剂。

晨光(香港供应第一鲜奶)来自“荷斯
坦”在自家牧场饲养的奶牛，其蛋白
质含量大于或等于3.3%”

该产品只宣传如何牛奶在加工过程
中说“牛奶是从牧场选用优质原料奶
制作那里对奶牛健康状况有严格的
控制，饲料供应，生长环境和吸奶器
的卫生条件也高……””

“该产品含有35克新鲜食品以及每
1升的活性牛奶蛋白，比国家标准高 
出18.6%。和“据制造商说，他们的荷
斯坦奶牛是用富含矿物质的天然草
喂养的。“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Chen Guang
Feb 2018
236ml
Carton

Meiji Chin Yi
Oct 2018
950ml 
Carton

Bai Te / Better Milk 35
Nov 2015
1000ml
Carton

Chun Yuan
Sep 2018
260ml
Carton

Yili QQ Star
Nov 2017
195ml
Carton

Yonsei Milk Talk
Mar 2017
1Litre
Plastic bottle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单价高的产品实例

Figure 21: 在所有鲜奶产品价格排名前25%的主要产品

它被描述为奶油和最好的优质的
100%澳大利亚牛奶和全脂奶油。

澳大利亚100%新鲜全脂牛奶经过巴
氏杀菌处理。该产品以1升包装零售。

该产品使用来自森林有机农场和工
厂的牛奶。这种巴氏消毒牛奶是通过
空运输送的，采用冷冻链运输系统。
该产品以1升装的包装出售，包装上
印有二维码和几个有机认证标识。

本产品经巴氏杀菌处理，含有3.5克
蛋白质。纯天然的生态农场牛奶，不
含任何添加剂。本产品以300毫升包
装零售。

本产品采用韩国1A级原料奶，口感 
醇厚，营养丰富。宣传保费和纯天然。

来源SQF(安全质量食品)认证牧场，
这巴氏杀菌产品据说是甜的。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New Hope Shuangfeng
Jun 2015
300ml
Plastic Bottles

Seoul F&B; Eannae
Mer 2017
1 Litre
White plastic bottle

Anchor
Jan 2018
750ml
Clear plastic bottle

Lin Hai Xue Yuan
Sep 2018
1 litre
White plastic bottle

Norco
Oct 2016
1 litre
Clear plastic bottle

Pauls
Jul 2017
1 litre
White plastic bottle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品种:
净重: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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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乳制品与牛奶短
期不大可能被替代

过往数量和价值不断下降，在未来趋于稳定。

从2004年到2013年，牛奶替代产品的销售额激增了
470%(零售销售额达到了100亿美元的峰值)，但现在牛奶
替代市场的零售额已经下降到目前的81亿美元和43亿升
的水平。预计这个市场在未来5年内将保持稳定。研究表
明，在中国，货架上稳定的牛奶消费量的减少已经并将继
续被鲜奶取代，而不是乳制品替代品。

图23: 与2013年相比，中国奶制品替代品的比例有所上升

在过去7年里，产品发布和单价保持稳定。

定价差距和新产品更新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市场一直低
迷。自2012年以来，油价一直保持平稳，平均价格在每升
3.10美元至3.30美元之间。这比总零售的平均单价高63%
销售。这表明，大多数进入这一类别的产品都试图在替代
牛奶的平均销售单价上取得显著的溢价。

图15: 液态鲜奶产品推出/改版及单价差价。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
权利.

牛奶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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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替代品

注:1:欧睿将河北阳源智汇饮料有限公司的产品命名为阳源，而媒体报道大多使用“六核桃”的名称。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排名前5的品牌控制了50%以上的品牌份额。
超过一半的品牌份额由5家公司持有:河北阳源智汇饮(阳
源1)、维他奶国际控股(维他奶)、椰棕集团(椰棕)、Nestlé 
SA(银鹿)和万向三农(罗罗)。
跨国公司存在
不断增长的跨国公司的存在是最近的现象，关键的投资
行动发生在过去十年。维他奶、Nestlé和可口可乐(含酷
liangwang)都在替代牛奶域。Nestlé于2011年从厦门银
鹭食品收购银鹭品牌，可口可乐于2015年从中国绿色收
购库亮旺品牌。
椰子棕榈拥有最大的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之一。
该公司提供使用大豆、核桃、大米、蔬菜和五种谷物的替代
牛奶产品(但许多产品自2009年以来没有更新过)。这种多
样化表明，如果未来牛奶替代原料的偏好发生变化，它可
能仍是一个相关品牌。

阳源的核桃产品击败了大豆竞争对手。
河北阳源智汇饮料以26.2%的牛奶替代品占据最大的品
牌份额。该核桃乳制品的品牌份额是其第二大竞争对手维
他奶的两倍，维他奶使用多种植物成分生产产品。
强劲增长的豆奶品牌维他奶。
维他奶国际(Vitasoy International)旗下的维他奶在2009
年至2018年期间，在中国市场的品牌份额翻了一番。由于
中国有大量乳糖不耐症患者，这家香港品牌最初将豆浆作
为牛奶的替代品。维他奶国际现在有19种不同的产品，原
料包括大米、椰子、杏仁和燕麦奶。
品牌数量少
替代牛奶类的品牌数量较少，只有两个新品牌在10年内
获得了0.5%或更多的品牌份额。其中包括丝食(上海)品
牌Silk(0.5%的品牌份额)和福建大理食品品牌Dou Ben 
Dou(1%的品牌份额)。

图25: 2018年牛奶替代产品的品牌份额

其他

阳原

维他奶

椰树

其他

璐璐

粗粮王

达利园

豆本豆

Hek

祖名

丝绸

Bai Yu

旭阳

大品牌的产品实例

图26:2018年各大品牌主要替代牛奶产品的市场规模

这种常温贮藏核桃奶产品低糖，含有
益生元。

UHT处理的豆浆脂肪含量低，胆固醇
含量为零，主要针对儿童。

这种饮料是用核桃仁制成的，并根据
特定的研磨技术进行加工。本产品不
含调味料。

有限的产品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使用
铝罐来交付产品。总的来说，这个品
牌似乎没有什么活动，可能是由于该
品牌在2011年被雀巢收购。

这种以杏仁为基础的产品每罐含有
1.2克植物蛋白。它促进各种维生素、
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以支持儿童生
长，并以母亲为具体目标人群。包也
反映了儿童友好的主题。

该品牌最近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品牌
重塑，现在推出了一个新设计的1.25
升包装，上面有微信的二维码。它提
倡不含转基因，以及许多其他与豆制
品有关的健康主张。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Yinlu
May 2012
320g
Aluminium Can

Lolo
Mar 2017
12 x 145ml
Cans 

Dou Ben Dou
Jul 2018
1.25 litres
Plastic bottle

Coconut Palm
Jul 2015
245 ml
Carton

Vitasoy
Dec 2017
250ml
Drinkable carton

Yangyuan
Jan 2018
12 x 180ml
Cans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牛奶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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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替代品

产品声明评估

图27:2014-2018年中国发布或改版乳制品的属性声明

无转基因
由于大豆产品的存在，不含转基因的声明意义重大。
自2014年以来，在中国推出的牛奶替代产品中，有48%声称
不含转基因。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饮用牛奶
格式。鲜奶类中没有声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产品，货架上稳定
的乳制品中声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不到1%。这一趋势主要是
由于中国的食品标签法规。在中国，产品声明往往只允许产品
宣传其所含成分的特性，如添加钙。因为一种产品不含任何成
分而寻求批准来推广是很困难的。因此，在乳制品中几乎没有
转基因标签。像豆奶这样的产品经常使用转基因大豆，所以推
广非转基因豆奶就容易得多只有11.9%的人持正面看法。
如果该产品使用非转基因大豆品种，则可以获得。无转基因
标签很重要。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使用非常敏感。《自
然》杂志2018年一项关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看法的研究
显示，47%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持负面看法，只有11.9%
的人持正面看法。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了不含转基因的大豆。尽管如此，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支持这一说法，这将导致替代牛奶的单位
价格提高(已推出的无转基因产品的单位价格中值仅比每升
3.10美元的基线中值高出40美分)。

图28:与无转基因相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品牌)(3) %
无添加剂/防腐剂 47
时间/速度 47
社交媒体展示 24
维生素和矿物质强化 21
清真  16

 

声明(所有产品)(3) %
无添加剂/防腐剂  52.3
低/无/降低胆固醇 26
时间/速度 19
社交媒体展示 18
高/添加蛋白质 18

来源:MPI，欧睿国际，英敏特GNPD(2018)©版权所有

很少有与无转基因产品相关的独特声明。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在标价位于前25%的替代牛奶产品中，有五分之一的产
品都在推广维生素和矿物质强化。
Notes:1: Nature NPJ 食品科学:Jun–2018

骨骼健康
高价，但样品数量少。
自2014年以来，11个品牌中只有22个产品将骨骼健康作
为产品宣传。有此声明的产品的单价中位数比基准价格每
升高2.55元。有趣的是，65%的产品是粉状的，这可能是价
格高的原因。这些产品还大力推广添加钙和维生素/矿物
质的使用。乳制品和非乳制品混合产品可以满足这些要
求，然而，由于许多牛奶替代消费者选择牛奶替代产品的
愿望是不消费任何奶制品，确保有足够大的消费者群体对
该产品感兴趣将是至关重要的。

图29:与骨骼健康相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品牌)(3) %
功能——其他  73
无转基因 55
维生素/矿物质强化 50
添加钙 41
时间/速度 40.9

来源:MPI，欧睿国际，英敏特GNPD(2018)©版权所有

有机
有四个品牌宣传有机食品。其中三种是豆制品。
四个品牌中有八种产品(其中七种是大豆制品)宣传有机。
单价最高的两种产品是来自Ibuy品牌的大豆茶粉。Top-
most和豆本豆(市场占有率1%)组成了剩余的有机豆奶产
品。这两个品牌都在去年推出了有机产品，并寻求建立和
发展有机豆浆市场。

图30: 与有机物相关的声明.
声明(前25%的品牌)(3) %
无转基因 63
社交媒体展示 38
环保包装 38
清真认证 25
时间/速度 25

来源:MPI，欧睿国际，英敏特GNPD(2018)©版权所有

牛奶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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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替代品 牛奶替代品

无转基因声明产品例子

图31:无转基因声明的主要产品

本产品选用精选的无转基因大豆和
谷物，经现代技术加工而成。它不含
反式脂肪和胆固醇，据说营养丰富，
美味可口。

它是用来自中国东北的不含转基因
大豆制成的，并提供体内所需的钙、
锌、铁、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和
低果糖。该大豆饮料含有优质植物蛋
白，据说口感醇厚、顺滑、可口。

新的小袋包装是为了保持新鲜而设
计的。该产品通过ISO(国际标准化组 
织)和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 
点)认证。它由精选的不含转基因大豆
制成，并根据均质技术进行加工。

该产品使用绿色大豆，每100毫升含 
有3.6克植物蛋白。尽管在产品描述
中没有提到有机这一部分。

有限的产品描述使用二维码和中国
有机标志。

该产品声称能提供饱腹感，不含人工
色素、人工甜味剂、防腐剂和反式脂
肪酸。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Dou Ben Dou
Jul 2018
12 x 250ml
Drinkable carton

Topmost
Jun 2018
450ml
Plastic bottle

Plan N Ci Fang
Jun 2017
350ml
Plastic bottle

Pulmuone
Sep 2018
220ml
Flexible pouch 

Bing Quan
Jun 2017
400g
Flexible pack

Yon Ho Wu Gu
Jul 2018
7 x 30g
Large pack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有骨骼健康声明的产品实例

图32:声称能促进骨骼健康的主要产品

速溶和可加热产品是用来自中国东
北不含转基因的大豆制成的，采用瑞
士喷雾技术加工，保留了整个大豆的
营养成分。它含有大于或等于26%
的蛋白质，不含蔗糖。产品描述讨论
了与豆奶产品相关的许多积极的健
康属性。

该产品有FSC(森林管理委员会)标志
和微信代码。它是用精选的不含转基
因的大豆制成的。该产品强调其健康
功效，包括骨骼健康。

这种产品是由澳大利亚的燕麦片制
成的。它含有膳食纤维，据说可以促
进健康的体形，脂肪酸可以滋养身 
体，蛋白质可以提供营养，矿物质和 
活力钙可以增强骨骼。

像其他许多产品一样，该产品将营养
物质与特定功能联系起来。例如，铁 
有助于红血球的形成，钙可以增强骨
密度。

像其他许多产品一样，该产品将营养 
物质与特定功能联系起来。例如，维 
生素D有助于钙的吸附和钙的帮助保
持骨密度。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Chuhe
Jun 2015
350g
Soft package

Weiwei
Mar 2016
760g
Soft package

Gu Li Gu Li Goldoats
Jan 2015
250ml
Drinkable carton

Vitasoy
Sep 2018
250ml
Carton

Dongjian
May 2017
12 x 25g
Box with sachets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价格:
新包装:
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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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下降价格上涨,常
温贮藏奶类别将会销

尽管销量下降，但价值增长良好。

常温贮藏奶是中国第二大乳制品类别，仅次于可饮用酸
奶。从2018年到2023年，预计产量将下降8%。这一损失可
能反映了鲜奶消费量的预期增长。
我们得出结论，市场价值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相对于常温
贮藏奶，新鲜牛奶变得更加方便和便宜，普通消费者可能
会将他们的基本牛奶供应转向新鲜牛奶。这将导致高价值
产品更加集中。

图33:从2013年起常温贮藏奶在中国的销售增长比例

鲜牛奶很可能采用与饮用酸奶类似的包装，方便运输(即
250ml纸盒)。

提高新产品推出的速度。

新产品发布数量从2009年的43个增加到2018年的158
个。在此期间，单位价格保持稳定，表明消费者愿意为基本
和高端产品买单的趋势已经确立。

图34: 常温贮藏奶推出/更新产品和单价差价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 保留所有
权利.

常温贮藏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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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贮藏奶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 保留所有权利

概览
伊利和蒙牛主导着市场。
2018年71.8%的市场份额由蒙牛乳业或伊利集团 旗
下品牌控制。蒙牛乳业旗下拥有君乐 宝(0.7%)、特仑苏
(17.7%)和蒙牛(20.1%)。伊利集团持有金鼎(15.4%)和伊
利(18.6%)。
中国蒙牛乳业概况。
蒙牛乳业持有38.5%的货架稳定品牌份额。这一比例 在过
去10年里有所增长，2009年的市场份额 为29.5%。大的多
样化的产品组合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品牌份额在公司内部的分配已经发 生
了变化。2009年，蒙牛品牌占常温贮藏奶品类份额 的30%
，而其二级品牌特仑苏仅占5%。截至2018年，特仑苏品
牌增长显著，占品牌份额 的17.7%，蒙牛占品牌份额的
20.1%。

伊利集团概览
伊利集团旗下品牌的市场份额从2009年的23.7%上升 至
2018年的34%。该集团有两个主要品牌:金典和伊 利。金
典是该类别中增长最快的品牌，从2009年的2.1%增长到
2018年的15.4%。伊利品牌的品牌份 额在2012年达到顶
峰(29.3%)，此后在2018年下降 到18.6%。
10年里小玩家品牌份额的流失
大公司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是以小品牌的损失为代价。 
2009年，前15名之外的品牌占据了总品牌份额 的32%，到
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17%。
这对于正在考虑进入这个市场的公司来说是很重要 的。
预计在未来5年，货架上稳定的牛奶的数量将下 降，小品
牌或新进入者通过增加品牌份额获得成功的 证据是有限
的。
品牌很可能需要有很强的差异化，才能在一个销量停 滞
不前、市场地位稳固的市场中取得成功。

图35:2018年常温贮藏型乳制品品牌市场份额.

菊乐

蒙牛

皇氏
君乐宝

银桥
佳宝

三元

科迪
新希望

圣牧
万得妙

金典

其他
特仑苏

伊利

天润

大品牌的产品实例

图36:2018年各大品牌主要常温奶产品的市场规模

这款纯牛奶产品在产品描述中唯一
的宣传是每100毫升含有3.3克蛋白
质。

每100毫升低脂纯奶产品，脂肪含量
减少50%，优质蛋白质3.6克，高钙
120毫克。新产品包包括二维码和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标识。

最低限度的产品说明，只说明“高质
量的牛奶来自独家奶牛场”。

这种产品是针对正在成长的儿童 
的。独特的成分包括每一份含有20
毫克鱼油提取物的二十二碳六烯酸，
促进智力发展。该产品还宣传它不含
蔗糖。

基本产品的标价为每升1.64美元，产
品说明很少。

该产品宣称每100克含有3.3克蛋白
质。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Yilie–QQ Star
Sep 2018
4 x 125ml 
Drinkable cartons

Wondersun
Mar 2018
20 x 250ml
Box with cartons

New Hope
May 2018
24 x 250ml 
Drinkable cartons

Deluxe 
May 2018
12 x 330ml
Drinkable cartons

Yili Satine
Dec 2017
12 x 250ml 
Drinkable cartons

Mengniu / Monmilk
Jul 2018
10 x 250ml 
Drinkable cartons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常温贮藏奶 主要品牌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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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声明评估

图37:2014–2018年中国发布或改版常温贮藏型乳制品的属性声明

新西兰原产

在2014年至2018年评估的563种产品中，只有31种产品声称
与新西兰有关，其中15种来自恒天然旗下的Anchor品牌。
这些产品(平均价格为每升4.20美元)的价格高于基线(中位数)
价格为每升3.20元)。很多产品提倡新西兰自由放养的养殖体
系，然而只有少数产品讨论奶牛的饮食，而更倾向于关注产品
对消费者的健康益处如高蛋白，高钙等。
有两个品牌以新西兰为特色这表明，一些公司认为，这一营
销点更能吸引消费者。

声明(前25%的品牌)(3) %
无添加剂/防腐剂 47
时间/速度 47
社交媒体展示 24
维生素和矿物质强化 21
清真  16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牧场养育以及草饲

草饲的主张可能与草饲混淆。
从2014年到2018年，有61种产品使用了牧草喂养这个术语。
许多产品没有提到奶牛是如何喂养的，要么 是通过谷仓式系
统，要么是通过自己觅食。
需要进一步工作以确定下列问题:
• 消费者是否意识到牧草喂养可能意味着什么 

牛不是放养的吗?
• 这会改变他们对草饲奶牛产品的看法吗?
• 食草牧草对动物和消费者有什么可感知的好处?
 
在现阶段，我们的分析表明，没有证据表明牧草/草饲 产品是
导致产品定价高于该类产品基线水平的原因。
希望将牧草喂养的货架稳定性产品作为高价值产品推 广到中
国的公司，可能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息，以其 他牧草喂养产品
无法复制的方式支持该产品的放养性 质。

图39:与天然牧场-草饲相关的声明 
声明(全部)) %
环保包装 52
环保–动物 32
骨骼健康 29
放养* 26
低/无/减脂 23

Source: Mintel (GNPD) ©保留所有权利.

有机和相关的声明凸显
常温牛奶产品与其他“天然”产品有很高的联系。
与其他类别不同的是，有机常温奶产品通常与无激素和抗
生素的产品声明联系在一起。这是由于圣牧有机品牌的强
大存在。超过80%的不含激素、抗生素和牧草喂养的产品
都来自这一品牌。

图40:与有机相关的声明 
声明(所有(1) %
没有抗生素* 33.3
无激素 32
牧养或草饲 32
环保包装 25
绿色产品  25

Source: Mintel (GNPD) ©保留所有权利.

该品牌是中国最大的有机乳品公司。该公司与所有自有农
场垂直整合。有意在中国推广草食和抗生素宣传的公司应
该密切研究该品牌，因为该公司的产品可能会对消费者对
整个有机类别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

常温贮藏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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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西兰原产声明的产品

图41:声称来自新西兰的主要产品.

由于采用了膜过滤技术，新配方的蛋 
白质和钙含量增加了50%。它是用精 
选的新西兰奶源制成的。它宣传产品 
的健康益处，而不是食品安全或提高
宣传。 

本产品采用“100%新西兰放养奶牛
进口牛奶”，每100毫升含有3.6克优
质牛奶蛋白。据说这种牛奶清纯醇
厚。没有关于草饲产品的声明。

该产品“从其在新西兰的生产基地采
购，整个过程可以追溯”。每100毫升
含有4g蛋白质。

该产品“直接来自新西兰的一个农 
场”，每100毫升含有3.5克蛋白质。

该产品采用“100%新西兰进口新鲜
牛奶”。它还使用高钙和低卡路里来
控制体重。

该产品宣称每100克含有3.3克蛋白
质。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Yili Satine
$12.18
Jun 2018
12 x 250ml

Theland
Apr 2017
10 x 250ml
Cartons

Nestle
Nov 2017
24 x 250ml
Carton

Meadow Fresh–Walking Cow
May 2018
12 x 250ml
Cartons

Mengnui–Monmilk Milk Deluxe
April 2016
12 x 250ml
Cartons

Anchor – Live Up
Jan 2017
10 x 250ml
Carton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声称使用牧草喂养的产品例子

图42:声称使用牧草喂养的主要产品

来源于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有机
牧场。该产品不含抗生素和激素，用
不含农药和化肥的草喂养。每100毫
升含有3.5克以上的优质蛋白质。

该产品有FSC(森林管理委员会)标识
和二维码，奶源来自无污染的天然牧 
场。它含有钙、铁和维生素D。

该产品声称，它的牛奶来自排名前
1%的奶牛。该牛奶选用的是新西兰
奶牛，它们生活在没有农药、化肥或
生长调节剂等合成化学物质的牧场。

该产品有FSC(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标 
志，并促进高钙和蛋白质水平。该产 
品“来源于天然牧场中以天然牧草为 
食的放养纯种奶牛”。

本产品由德国进口，选用莱茵河沿岸 
牧场精选的优质牛奶制成。该产品声 
称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

该公司在其品牌(纯净高原牧场)中使
用了“牧场”一词牛奶)。唯一的声明
是该产品有清真认证。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Meadow Fresh
Dec 2017
12 x 250ml
Cartons

Weidendorf
Jul 2018
12 x 200ml
Cartons

Sheng Hu
Oct 2017
200ml
Carton (single)

Anchor Natural Up
Feb 2017
10 x 250ml
Cartons

Australia's Own
Sep 2018
15 x 200ml
Cartons

Sheng Mu
Sep 2018
12 x 250ml
Cartons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常温贮藏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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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平稳，价值的增长可能意
味着高价值的粉末产品可能会 

获得成功，而这些产品在液体 
形式中是难以复制的。

奶粉从高销量到高价值

预计未来该类别的预测量将保持稳定。这可能是由于中国
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比2008年的水平翻了一
番(1)。这使得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将他们的基础牛奶
供应转向鲜奶等液态牛奶形式。
我们希望高价值奶粉能够填补因基本奶粉产品减少而留
下的容量缺口。这支撑了较高的预期价值，尽管类似的历
史容量。

图43:中国奶粉销量和销售额较2013年增长百分比

预计未来该类别的预测量将保持稳定。这可能是由于

许多品牌正在积极推出产品，希望在未来实现这一类别的
强劲溢价。这些产品2018年上市单价中位数比2018年奶
粉总平均零售价格高出66%。

图44:奶粉产品上市/改版及单价价差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奶粉

注释 1: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



48 49市场洞察力 – 中国乳业 市场洞察力 – 中国乳业

奶粉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森永

龙丹
多美滋

Nespray

阳平
Anlene

盛源

秦俑
Wonder Sun

蒙牛
三元
德运
飞鹤
雀巢
伊利
其他

大品牌的产品实例

图46:各主要品牌按市场规模以小包形式提供的主要产品

高钙复合维生素奶粉针对的是中老
年群体。该产品声称使用水解乳糖来
缓解乳糖不耐受。

这种高钙脱脂牛奶是用进口牛奶制
成的，声称是钙、维生素D和优质蛋白
质的良好来源。

该产品促进添加锌和铁以及高钙。本
产品“采用自家牧场的优质牛奶”，采
用先进技术加工而成。

有限的产品描述，简单地说它可以制 
成“7升美味的全脂牛奶”。该产品还
包含二维码。

公司有许多细分产品(即儿童、成人、
老年人、女性)。该产品含有40%的脱
脂牛奶，添加了维生素D、C、E、叶酸、
铁和钙，还带有二维码。

公司有许多细分产品(即儿童、成人、
老年人、女性)。本品以学生为对象，
含高钙、高锌、牛磺酸、卵磷脂及多
种维生素。它还概述了公司符合的一 
系列健康和食品安全标准。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Devondale 
Aug 2017
1 kilogram 
Single sachet

Sanyuan 
Aug 2018 
16 x 25g 
Aug 2018

Mengniu–Monmilk 
May 2018 
16 x 25g 
Sachets

Firmus Jing Dian 1962
Dec 2016
16 x 25g
Sachets

Nestle (an Liac)
August 2018 
16 x 25g 
Sachets

Yili 
October 2018 
400g 
Sachet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主要品牌市场规模
奶粉市场是品牌集中程度最低的市场之一。
没有一个品牌的市场份额超过15%，2018年排名前15位
的品牌份额自2009年以来下降了3%，2018年的市场份额
下降到50%。
这对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与其他乳
制品类别相比，大型品牌在整合奶粉行业方面并不成功。
寻求进入这一类别的新品牌需要确保他们的营销策略是
明确的，以便在一个可能有更多知名品牌和竞争对手的市
场中吸引消费者。
伊利(国内)和雀巢(国际)市场规模排名前列的品牌。
蒙牛乳业持有38.5%的货架稳定品牌份额。这一比例在过
去10年里有所增长，2009年的市场份额为29.5%。大的多
样化的产品组合之一。

2018年，总部位于中国的伊利仍以14.3%的市场份额位
居第一。虽然其品牌份额在2012年有所下降(跌至12.6%)
，但在过去5年里一直稳步上升。通过旗下品牌Nestlé， 
Nestlé的品牌份额缓慢增长，从2009年的11.4%增长到
2018年的12.6%。其另一个品牌Nespray在同一时期保持
稳定。牌增长显著，占品牌份额的17.7%，蒙牛占品牌份额
的20.1%。
澳大利亚品牌德运，一个品牌成长的成功故事
Murray Goulburn Co-operative旗下的德运(Devon-
dale)品牌在排名前15位的品牌中增长最快。从2012年开
始，品牌占有率逐年稳步提升，目前品牌占有率为4.3%
。2018年，Murray Goulburn Cooperative被卖给了加拿
大乳制品巨头Saputo。

图45:2018年奶粉产品品牌市场占有率

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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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袋奶粉的声明评估

图47: 2014–2018年中国发布或改版奶粉产品的属性声明

功能性健康声明

骨骼健康——一个普遍的说法，但潜力有限。
关于骨骼健康的说法很常见。在152种被评估的产品中，有
38%的产品有这样的声明，是被搜索的85种声明中最高的。
促进骨骼健康产品的中位数价格每公斤仅比基线中位数(每
公斤14.28美元)高出20美分。
对骨骼健康的宣传似乎有与较高的标价相关有限。能促进骨
骼健康这种说法只有在被证明能增加销售额的情况下才可
能增加价值。

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是一个规模小但价值高的营销点。
十款以香囊为基础的奶粉产品(占总数的6.6%)促进改善大
脑和神经系统功能。这些产品中有四分之三的价格高于基线
中值价格17.90美元。由于样本量小，对促进大脑和神经系统
功效的产品的评估应该在一个产品的基础上进行。

牧场养育以及草饲

眼睛健康声明与其他功能声明一起使用，而不是单独使用。
有促进眼睛健康的产品。这些产品侧重于维生素A的使用如何
改善夜间视力。
这些产品都没有特别关注眼睛健康，大多数产品都在大量其
他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健康声明中包括眼睛健康益处。这些产
品宣传说，通过食用他们的产品，而不仅仅是身体的单一成
分，整个人的健康都可以得到改善。

声明(前25%)(x) %
功能性-其他 
功能性-骨骼健康
维生素/矿物质强化
低/无/低脂肪
添加钙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奶粉

Source: MPI,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Mintel GNP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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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

牧养以及新西兰原产声明
有限的产品和不同的描述使推广牧草喂养的声明变得 困难。
产品描述中提到牧场的19个产品中有11个来自两个品 牌
(Firmus和Zhong Xing)。牧草饲料产品的价差与基 准相
似，单价中值为每公斤13.80美元，比基准中值 低45美分。
许多宣传“牧场喂养”的产品只是简单地说明产品来自 牧
场，而没有提到奶牛是如何在牧场喂养的(即通过谷 仓或
放养)。新西兰品牌Anmum是六个样本中唯一试 图用更
描述性的定义来推广其产品的自由放养性质的 产品。An-
mum产品称，牛奶来自“在自然牧场上漫步 的放养奶牛”
。这个产品是第二高的17种产品定价，零 售价为每公斤
33.60美元。

很少有产品宣传牧草喂养的主张。草食、有机和无转 基因
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寻求推出含有草饲成分 的奶粉
产品的公司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保这 种宣传吸
引溢价。

图49:与草饲奶粉袋产品相关的声称

声明(前 25%)(x) %
功能-其他r 35.3
功能性-骨骼健康 29.4
无添加剂/防腐剂 29.4
维生素/矿物质强化 23.5
清真认证 23.5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 保留所有权利.

有眼部健康声明的产品实例

图50:声称眼睛健康的主要产品

Urbetter乳酸菌山羊奶粉含有以下
成分:活性乳酸、酸性细菌和牛磺酸、
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维生素
A、C和E、铁和锌。每一种成分也描述
了它是如何帮助健康的人与维生素A
与眼睛健康有关。

本产品主要针对中老年人群。它富含
钙和多种维生素。它宣传它的许多成
分与维生素A的健康益处，声称可以
改善夜间视力。

产品的目标客户是中老年人。该产品
宣传了许多产品成分，包括维生素
A，“有助于在黑暗环境中保持视力”。

该产品没有特定的人口目标。它推广
了许多产品成分，包括维生素A，它“
使眼睛在晚上看得更好”。

该产品针对中老年人群，推广多种维
生素和矿物质，包括促进眼睛健康的
维生素A。

该产品使用“来自大草原农场的牛
奶”。据说这款产品是为中国人设计
的。并促进多种维生素，包括促进眼
睛健康的维生素a。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Wondersun
Mar 2016
400g
Single pouch

Da Qing 
Jan2015 
16 x 25g 
Carton

Da Qing 
May 2015 
16 x 25g 
Carton with sachets

Yili (Yang Sheng Yi Zu)
Mar 2017
400g
Single pouch

Firmus Jing Dian 
Sep 2016
16 x 25g
Sachets

Urbetter
Jan 2018
16 x 25g
Box with sachets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注*:指示产品也能促进大脑和神经的功能改善

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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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 奶粉

声称使用牧草喂养的产品例子

图51:声称牧场饲养的主要产品.

本产品专为产后和孕妇设计。它的特 
色是“新脂”配方，添加了Dr10(一种
恒天然专利细菌)和DHA(一种用于促
进大脑发育的脂肪酸)。本品含有丰
富的叶酸，有助于婴儿大脑和神经系
统的发育。该产品使用“来自自然牧
场放养奶牛的牛奶”。

公司指出,“奶粉是利用自己的牧场
的牛奶质量和加工先进技术“与其他
品种的产品,它没有这样一个强调成
分的好处,可能由于缺少维生素和矿
物质补充道。

中兴奶粉含铁、锌、除此以外唯一的
产品描述通过扫描二维码显示该产
品“含有来自北纬51度天然牧场的

该产品“由来自新西兰纯天然牧场的
巴氏杀菌鲜奶制成，然后喷雾干燥成
粉末”。它包含高钙，低脂肪，必需维
生素和矿物质提供每日推荐钙摄入
量的28%。

本山羊奶粉来自优质牧场放养的山 
羊。产品推广其食品和健康安全认 
证。它没有提到个人健康益处。

本产品是专为中年人设计的高钙奶
粉产品。该产品宣扬其添加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对健康的益处。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Cowala 
April 2016 
1 kilogram 
Pouch

Muncayo 
Sep 2018 
16 x 25g 
Sachets

Qimei Pasture 
Apr 2015
16 x 25g 
Sachets

Zong Xing 
Feb 2018 
350g 
Pouch

Firmus Jing Dian 1962
Mar 2018
16 x 25g
Sachets

Anmum 
March 2018 
300g
Single carton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声明有益脑/神经系统产品的例子

图52:脑/神经系统功能声明的主要产品

本进口产品含有叶酸等20种营养素
添加FOS(一种新型的生命前化合物)
，支持胎儿大脑和脊柱发育。

该产品是为怀孕前三个月的孕妇设
计的。它含有促进大脑发育和胎儿神
经系统的维生素B1、铁、锌、钙、叶酸
和维持健康消化功能的膳食纤维。

Beningmate Ai (Private label) 
Apr 2014
15 x 27g 
Carton

Abbott Similac 
Dec 2015 
300g
Carton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品牌: 
新包装:
净重: 
包装

注:图49和图50中列出的下列产品也能促进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改善:
• Anmum
• 飞鹤产品面向学生和中老年人群
• Da Quing
• Wondersun
• 伊利

Source: MPI, Mintel GNPD Limited (2018)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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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年龄和位置的参数
搜索A2很难与牛奶联系起来。
百度对“A2”的搜索兴趣明显高于四个搜索趋势(在某些情
况下超过5倍)。不幸的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无法将A2牛奶
和A2驾驶执照的搜索组件分开。
新西兰牛奶和巴氏杀菌牛奶在上海的搜索量较高。
这个市场对保质期短的牛奶(巴氏杀菌)和新西兰牛奶格
外感兴趣。尽管上海的人口在所有评估地区中仅排在第24
位，但在这两个词的搜索量中，上海排名第二。
上海可能是新西兰奶制品和空运鲜奶等新产品形式在中
国推出的首选目的地，因为该地区已经出现了新西兰产
品。
所有地理位置的无转基因和眼健康关注。
寻求推广这些健康宣传的公司可能不会从地理层面的定
向信息中获得什么好处。国家战略可能同样有效。

图55:各省搜索量分布

来源:MPI,百度引擎数据(2018)注1:详情请看第五页注释部分

基于年龄和位置的参数

图56:各省搜索量分布

来源:MPI,百度引擎数据(2018)

女性对新西兰牛奶的搜索更感兴趣

性别搜索兴趣表明，在搜索非转基因和巴氏灭菌/牧草喂
养的奶制品时，男性和女性之间几乎没有分离。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女性寻找新西兰牛奶的可能性是雄性
的三倍。这确实表明，新西兰产品的女性定位可能会获得
更好的品牌共鸣。

非转基因搜索词在过去5个月强劲增长。

在四项评估中，对非转基因产品的搜索兴趣最高。这是有
意义的，因为搜索词的广泛性质。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过去5个月里，与“非转基因”相关
的搜索量增加了约30%，峰值几乎是2018年基线水平的
三倍。尽管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帮助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安
全性，但中国反对转基因产品的情绪仍然很高。推广非转
基因宣传似乎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尽管由于标签限
制，中国现有产品发布中缺乏推广非转基因宣传。

所有搜索词的年龄分布相似

搜索词的年龄分布情况相似。一个明显的差异是，40–49
岁的消费者对新西兰牛奶的搜索越来越集中。这表明，可
能不是母亲对新西兰的奶制品有任何额外的兴趣，但可能
是祖父母反映了文化规范，祖父母在照顾孩子方面的作用
增加了.

搜索兴趣

图53:乳制品相关产品的消费者搜索兴趣趋势

图54:按年龄划分的搜索量分布

搜索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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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评估了中国的乳制品，重点是饮用酸奶、鲜奶、牛奶
替代品、常温奶和奶粉。
饮用酸奶是研究中最大的类别，在接下来的5年里增长超
过50%。奶粉销量对销售额的预测令人感兴趣，零售价值
上升14%，而销量保持稳定。在所有类别中，最多样化的是
鲜奶，这可能是因为此前冷藏供应链不发达，以及此前对
当地食品安全体系的不信任。新西兰牛奶和巴氏杀菌牛奶
在上海的搜索量较高。
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对非超高温消毒产品态度的演变，到
2023年鲜奶类别将增长29%。常温奶品牌已经站稳脚跟，
有两家公司占据了70%以上的品牌份额，少数成功的新产
品对新进入者来说是困难的。在经历了2014年至2013年
的大幅飙升后，替代牛奶类别已站稳，预计在此期间价格
将小幅上涨。

结语

该报告评估了产品所做的声明以及哪些声明导致了更高
的价格点。该分析将健康功能视为最重要的特性，可能导
致产品以高价列出。不含转基因也是消费者高度重视的一
个特点，但由于标签问题，乳制品品牌没有推广限制。
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些关于“牧草喂养”的模糊信息，对动物
是如何饲养的和喂养的内容有一些不明确的定义。我们发
现，定义户外时间是向客户保证质量的一种方式。
最后，消费者搜索兴趣表明，上海女性对新西兰乳制品的
参与度更高。
这些发现将为新西兰乳制品品牌在中国发展成功的品牌
和市场进入战略提供参考。

结语

第一产业部经济情报单位

邮箱:  eiu@mpi.govt.nz
电话:  04 824 0100

经济情报组为第一产业调查市场信息。利用我们的报告
和数据，随时进一步了解初级部门。详情请登录mpi.gov 
.nz/eiu

结语

模型设定

• 包装箱上并没有与供应商相关的声明标志，但提供关
键词以供搜索认证相关声明。

• 鲜奶产品是通过过滤冷冻的液态奶产品而来的。
• 常温奶产品是通过过滤白色牛奶产品可常温下保持

液态。
• 奶粉产品通过过滤白色牛奶产品可常温下保持粉状。
• 个别产品和说明的价格是根据市场价格发布，没有根

据CPI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S

中
文

翻
译

:Joyce W
u 平

面
设

计
师

:Alistair Cam
pion



mpi.govt.nz/eiu December 2018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