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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包装茶饮料市场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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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1/568860.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800元    纸介版：7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0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url}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包装茶饮料市场定义
茶饮在东亚具有深厚的消费者基础，具有健康的产品属性，这使得茶系饮料在于其他软饮料
的竞争当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茶饮中的保健功效主要由茶多酚和茶氨酸两种成分体现。
其中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抑制心血管疾病、预防和抗癌以及预防和治疗辐射伤害的功效；茶
氨酸则具有镇静作用、保护神经细胞、降血压和增强抗癌药物疗效的作用。与碳酸饮料市场
中欧美软饮巨头占据优势不同，东亚的茶饮市场一般由本土企业主导。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PET包装使得茶饮品的模式从单一茶叶中解脱出来，触及更多的消费场景。与传统的冲泡的
茶叶相比，我国包装茶饮料携带方便，消费场景更加多元，因此市场规模仍然保持了相对的
稳定，而传统的茶叶消费市场则陷入较为明显的衰退。包装茶饮料销售均价上行，人均消费
量仍有提升空间：
二、包装茶饮料行业规模
在健康化大趋势下，我国包装茶饮料市场规模也突破千亿，2017年我国茶饮料市场销售额
达到1246亿，总销售量达到144.23亿升，人均茶饮料销售量为10.4L，相较于2003年提升三
倍还多，但相较于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等地区仍有一定的差距，行业仍有成长的空间，但
需要更多符合核心消费人群的产品激活消费需求。
2014年之前行业规模受消费量拉动快速提升，2014年行业消费量到达顶峰，整体规模下降
；但从2014年开始平均消费价格出现明显上升，茶饮料消费更加注重质量。从单价角度来
看，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茶饮料产品升级趋势明显，预计总体均价上行趋势不减；
综上，我国茶饮料行业空间仍未触及天花板，据数据预计，预计到2022年我国茶饮料市场
总零售额将达到1638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6.75%。
三、包装茶饮料发展形势
1、包装茶饮料发展阶段：市场分化加剧 新派茶饮进入高端化年轻化阶段
茶饮料的销售量与销售均价来看，我国包装茶饮料行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03-10年均价较低，总零售额的增长主要由销售量的快速增长所带动。在这段期
间茶饮料市场的主流产品是传统的红茶与绿茶饮料，茶饮料的市场零售均价变化不大。饮料
巨头纷纷入场，康师傅和统一双雄崛起。
第二阶段：进入2010年后，包装茶饮料的市场零售均价开始提升，量价齐升共同推动了总
零售额的增长，市场格局更加复杂。市场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调味茶销量开始下降，天然
、健康产品受追捧。
第三阶段：2015年，包装茶饮料茶饮料市场的主流产品由3元的传统茶饮料向5元的新派茶
饮迁移，市场迎来拐点。虽然茶饮料的市场零售均价仍在提升，但是销售量的持续下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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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销售金额的下降，这种变化也反映了2014年之后我国茶饮料市场的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改
变，茶饮料的消费由重量转向重质。
市场逐渐分化，产品创新加快，过去的大单品产品力老化、声势渐弱，主流厂商开启大规模
产品创新，如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以及在工艺、品质与营养层面进行提升，并通过自身产品的
时尚性、创新性与年轻化，中国茶饮料产品的升级之路渐渐明晰。
2、包装茶饮料发展趋势：抓住年轻人市场的高端茶饮成绩斐然
在城镇化水平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双提升的作用下，包装茶饮料行业消费升级趋势愈演愈烈，
总体而言，包装茶饮料行业正朝着高端化、健康化、年轻化的方向发展。
（1）高端化：需求端的诉求成为前提条件，渠道活力不足倒逼厂商推进。在消费升级的趋
势下，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在降低，对茶饮料品质及包装的要求在提高，因此需求端的
诉求成为产品高端化的前提条件；同时，前几年品类老化、概念同质化、价格穿底等问题的
出现严重侵蚀了经销商的利润从而打击了经销商的积极性，因此以更好的利润空间重新激活
渠道倒逼厂商推进产品高端化；
（2）健康化：在城镇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三者共同提升的作用下，
消费者健康饮食意识在提升。根据国双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年饮料行业消费者洞悉报告
》，饮料消费者在选购饮料时，有16.1%的消费者认为健康性是其首要考虑的要素，这一数
字仅次于选择“口味”的21.6%；
（3）年轻化：抓住年轻人市场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双数据中心的统计，我国饮料消费人群
中30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达到了72.5%；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消费群体在消费观
念上与传统一代消费者有极大的不同，标新立异、大胆尝试新潮产品是这类人群的标签。因
此，能否抓住年轻人市场、推出吸引年轻人眼球的产品成为茶饮料企业能否实现突围的关键
因素。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结合茶饮料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消费者喜好从调味茶向健康茶转变，无糖、天然、
原叶、营养等成为茶饮料关键词，健康化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定位清晰，差异化明显的产
品更受消费者喜欢，在众多新派茶饮中，统一集团的“小茗同学”与农夫山泉的“茶π”成为市场
热销的爆款新品。
小茗同学：
口味创新、精准定位年轻消费者，开5元茶饮之先河“小茗同学”是统一集团在2015年推出的
一款冷泡茶饮料，也是中国茶饮料市场进入5元时代的一款开创性产品。“小茗同学”以“认真
搞笑，低调冷泡”为宣传口号，搭配炫酷的外包装与搞笑的卡通IP形象，迅速收割了年轻粉
丝，在上市前五个月内取得5亿元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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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π：
茶饮新潮流下集大成者“茶π”是农夫山泉旗下一款果味茶饮料产品，于2016年3月问世。“茶π
”采用了东方树叶的茶叶原料，并在饮料茶中添加果汁，创造出清新淡雅的果汁茶口味。“茶
π”的包装延续了农夫山泉东方树叶一贯的插画风格，文艺范十足。茶π在上市十个月内即录
得10亿元的销售业绩；2017年品牌代言人由韩国组合Bigbang更换为大热明星吴亦凡，当年
突破25亿销售大关；2018年继续发光发热，发展成为体量接近30亿的单品；2019年茶π仍
然在变化中寻求突破，人气音乐偶像赖冠霖成为第三任代言人，同时包装大升级，引领时尚
风潮。
从“小茗同学”与“茶π”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在现今的茶饮料市场成为“十亿级”爆品的几大共
性：
（1）口味创新：超脱于传统的茶饮料，“小茗同学”主推冷泡制茶技术，提升口感，降低苦
涩；而“茶Π”则定位在“果汁茶”的概念，在东方树叶的原料上加入果汁，既继承了东方树叶的
原有消费群体，又收割了许多喜爱甜味饮品的消费者；
（2）全方位的营销策略：“小茗同学”与“茶π”的生产厂商统一集团和农夫山泉，在两款产品
的推广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进行了线上线下全方位无死角的营销。线下方面进入校园进行
产品营销，邀请当红明星进行代言。线上方面在视频网站投放广告，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联名
宣传并制造话题。大量的推广增加了品牌的曝光度，加上产品本身的时尚特性，迅速吸引大
批消费者；
（3）客户定位清晰：两款产品无论是在包装设计，亦或是在营销推广、铺货渠道上，始终
将目光锁定于年轻客户群。
小茗同学、茶π产品竞争情况对比 产品名 小茗同学 茶π 口味
青柠红茶、冰橘绿茶、茉莉萃茶、翡冷绿茶、溜溜哒茶（乳酸菌风味）、超桔乌龙
西柚茉莉、蜜桃乌龙茶、柚子绿茶、柠檬红茶、玫瑰荔枝红茶 卖点 采取冷泡技术，以低温
水冲泡茶叶，使茶单宁慢慢释放，赶走苦涩；提升茶基酸的含量，使口感更佳甘甜；降低咖
啡因的浸出，缓和对胃的刺激 采用东方树叶茶叶原料，并在其中添加果汁，口味清新爽利
瓶身包装 瓶盖采用盖中盖设计瓶身使用“小明同学”漫画IP
瓶身使用艺术风格插画包装瓶身形状为方圆柱形 目标群体 95后消费者群体
90后、00后消费者群体营销手段（线下）自2015年起开始对中国校园足球进行公益支持，
并于2018年走入1400所学校举办校园趣味足球赛通过赞助明星体验真人秀《我去上学啦》
与校园创意大赛，打开与学生之间的近距离交流渠道
邀请BIGBANG、赖冠霖等流量明星代言 营销手段（线上）
线上与良品铺子跨界合作举办“狗年撒狗粮”活动与QQ
Family合作推出漫画瓶身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放下面子”的话题，
在优酷、爱奇艺、QQ各大主流视频网站，启动了“可关闭式广告”的全面投放 销售业绩 在上
市的前五个月（2015年3-7月）销售额达到5亿元，并在2015年全年与海之言合揽25亿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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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上市的前十个月（2016年3-12月）间销售额达到10亿元，17年突破25亿元，18年体
量近30亿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小茗同学”与“茶π”在茶饮料市场上掀起的浪潮，已经让国内的消费者接受进入“5元时代”的
新派茶饮。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派茶饮进入市场，包装茶饮料的高端市场将快速增长。
3、包装茶饮料竞争趋势：潮流风险加剧，竞争日趋激烈。
（1）欧美巨头难以称雄
欧美软饮巨头在试图切入茶系饮料市场的过程中出现较多的问题，多数拓展情况并不理想，
其中以雀巢、可口可乐和星巴克为主要的代表。
2001年雀巢和可口可乐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进军中国的茶饮市场，并于2002年推出“雀巢冰
爽茶”，试图捕捉中国快速增长的茶饮市场机会。但是该款产品并未能够在中国市场获得显
著的市场份额，并于2013年停止生产退出市场。星巴克在2012年以6.2亿美元的对价收购茶
叶零售商TEAVANA，并将其作为旗下的独立品牌运营，但是整体的经营情况不甚理想，最
终于2017年7月宣布关闭所有379家TEAVANA门店，标志着进军茶饮行业的计划阶段性的失
败
（2）国内双强市占下滑
而叠加强大的全国销售渠道迎合强劲的品牌效应，康师傅及统一两家本土企业一直牢牢占据
茶饮料行业前两强的位置，2015年CR2一度达到81.6%，双寡头格局清晰。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消费者产品诉求发生改变，大品牌对市场的掌控力有下滑趋势，20
18年，康师傅及统一的市占率下滑到65.1%，较15年下滑了16.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
为竞争日趋激烈。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3）竞争加剧，后来者居上
同时从近几年中国茶饮料品牌力指数排行情况来看，尽管康师傅及统一牢牢占据行业前2的
位置，但依旧有新品牌涌进榜单。凭借着主打年轻市场的产品茶π，农夫山泉从16年的榜上
无名逐步攀升到19年的第5名，表明市场仍然给后来者留有机会。因此，在大品牌不能充分
满足消费者新诉求的大背景下，茶饮料市场的大门依旧为携有潜在爆品的后来者所打开。
2017-2019年茶饮料品牌力指数排行榜 排名 2017 2018 2019 1 康师傅 康师傅 康师傅 2
统一 统一 统一 3 娃哈哈 娃哈哈 娃哈哈 4 达利园 达利园 达利园 5 三得利 三得利
农夫山泉茶π 6 今麦郎 今麦郎 今麦郎 7 统一茶里王 农夫山泉茶π 三得利 8 天喔茶庄
天喔茶庄 天喔茶庄 9 东方树叶 东方树叶 东方树叶 10 立顿 立顿 立顿 11 椰树 椰树 椰树 12
农夫山泉茶π 板蓝花 板蓝花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x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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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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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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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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游产业对包装茶饮料行业的影响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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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2018-2022年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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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北地区包装茶饮料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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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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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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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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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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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八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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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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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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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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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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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2022-2029年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包装茶饮料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包装茶饮料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包装茶饮料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包装茶饮料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包装茶饮料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包装茶饮料行业风险分析
一、包装茶饮料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包装茶饮料行业技术风险
三、包装茶饮料行业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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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装茶饮料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2022-2029年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包装茶饮料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包装茶饮料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包装茶饮料行业产品营销
二、包装茶饮料行业定价策略
三、包装茶饮料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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