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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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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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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饮料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碳酸类、果蔬汁类、瓶装水类、
牛奶/酸奶类、即饮茶类、特殊用途饮料（功能饮料）六种类型的饮料构成饮料市场的基本
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饮料业的发展更是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90年代
初期，以冰茶为代表产品；第二阶段为90年代末期，以能量饮料、运动饮料为代表产品；第
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功能性饮料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能量的补充在体育运动中是必
不可少的，特别是水的补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虽然我国体育人口和发达国家
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国的人口多，而且随着健康意识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
运动人口绝对数料和相对数量都在不断的增长，运动饮料的市场前景自然还非常可观。目前
，运动饮料的主要市场是在北美和亚太地区。在美国，运动饮料占整个软饮料48%的市场份
额；在中国，运动饮料占功能饮料市场份额的一半。近年来，中国饮料企业的实力在不断加
强，居民消费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乡镇居民的消费能力的提升，会对饮料行业的增长
有很大的推进作用。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功能饮料需要赋予更多健康功能的概念进去
。同时，国内功能保健饮料市场空间非常大，但现有的产品还不是很多，且价格普遍较高，
存在市场进入的机会。因此，运动饮料仍然是功能饮料的主要产品，中国市场上运动饮料发
展也会很快，运动饮料的发展更是空间巨大。

功能性饮料是舶来品,在2003年之前,几乎默默无闻。直至2003年非典时期,增强免疫力
的功能性饮料出现了消费井喷的态势。2004年,脉动以7亿元左右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一,而“劲
跑”、“激活”的市场份额也在3亿元左右。随着上市品种不断增加,销售迅速增长,2004年功能
性饮料销售总额从2003年的15亿元猛增至30亿元，2003-2004年,功能性饮料市场产销量的
增速在35%左右,而2005-2007年,增速明显放缓,只有20%,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刺激下,运
动型饮料大卖,带动功能性饮料整体增速接近30%。软饮料市场包括碳酸饮料、果蔬汁、茶
饮料、功能性饮料以及其他,功能性饮料的市场份额仅占到5%。其他软饮料种类对市场的快
速占领也挤压了功能性饮料的市场份额。功能性饮料经过此前的洗牌,几大巨头已经形成,别
的企业想进入已经没什么机会,市场态势比较稳定。功能性饮料属于子行业里面的小类,发展
速度很慢。高端功能性饮料,毛利相对较高,但市场容量有限。同时,对于遵守严格的生产工艺
的企业来说,配方要求使得该行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经济困顿对功能性饮料市场带来的
影响,几时能消,还无法知晓。而功能性饮料这个舶来品如何在国内落地生根,值得期待。

虽然中国的运动饮料市场容量很大，发展前景可观，但由于运动饮料是近两三年火起来
的饮料品种，老的标准对于更多新型运动饮料产品的出现没有充分预见，门槛偏低，很多条
款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为此，《运动饮料》新修订的国家标准从2009年12月1日起正式
实施，新标准修订了运动饮料的定义，删除钙、镁指标规定等。新的《运动饮料国家标准》
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行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将加快行业整合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新国家标准的实施将为运动型饮料今后的发展提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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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的便利。消费上认识的不足、运动饮料定义模糊、市场的无序混乱，使前几年该饮料市
场发展很不均衡，很多商家都不愿过多进入这块市场。新修订运动饮料国家标准将有效解决
这些不利的因素，这将极大的鼓舞了饮料企业大力进军这块市场的决心。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
署、国家商务部、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国内外
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及饮料专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国际功能性饮
料行业市场发展状况、我国功能性饮料行业的市场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功能性饮料市场发展
状况、功能性饮料行业的发展趋势与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报告并根据行业的发展轨迹对
功能性饮料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审慎的判断，为投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本报告阐明了行
业的投资环境，指明了投资方向，提出了投资方式，是功能性饮料生产企业、销售单位等准
确了解目前中国功能性饮料行业发展动态，把握功能性饮料行业现状与趋势，制定市场策略
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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