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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504欧洲糖业计划在2017年取消配额制度，
将引发市场巨变 隐性营养价值让素食意外走红

KOKUMI 
一种新兴的日本味
道。Kokumi提鲜物 

能让零食和酱汁呈现高端风
味。

周末运动“斗士”
全球肥胖率持续上升 
凸显锻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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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Mattucci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豌豆蛋白是市场中增长最快的
植物蛋白之一，正在对食品和
饮料行业产生影响。相比其它
更为普遍的植物蛋白，如大豆
和小麦，含豌豆蛋白的食品和
饮料新品数量2014年相较于
2013年增加了近50%。

豌豆蛋白符合当前消费者的饮
食趋势，包括蛋白质含量高、
不含谷蛋白并属于素食，因此
人们对其兴趣日益增加。在含
豌豆蛋白的食品和饮料产品包
装上，常见的宣称包括无谷蛋
白(44%)、不含添加剂/防腐剂 

(25%)、非转基因(22%)、素
食(19%)和高蛋白(17%)。此
外，豌豆蛋白几乎不会引起过
敏人群的不适。根据英敏特数
据，29%的美国成年人经历过
乳糖、谷蛋白对胃部刺激引起
的肠胃问题以及其它食物不耐
症或食物过敏症。不同于大豆
和小麦蛋白，豌豆蛋白并非主
要过敏原。在2014年推出的
含豌豆蛋白成分的食品和饮料
新品中，有近一半(48%) 采用
低/无/少过敏原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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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谷蛋白

2014年含豌豆蛋白的全球食品和饮料新品的部分宣称

19%
素食

中国消费者体验含额外益处的高端牛奶

豌豆蛋白因其健康
宣称和在运动营养
品中的应用得到消
费者的关注 弹性素食

弹性素食或半素食使
人们对植物蛋白更有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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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蛋白拓展至多个品类
豌豆蛋白产品在新品总数中占
比23%，覆盖多个品类，包
括鱼、肉和蛋的加工产品。其
它使用豌豆蛋白的品类还有零
食、烘焙产品和甜品/冰淇淋
等。豌豆蛋白具有多种功效，
包括凝胶和乳化作用。除了含
有蛋白质，它还能改善产品的
酥脆质感和口感。豌豆蛋白富
含赖氨酸，这是一种必需氨基
酸，在小麦和大米等谷物蛋白
中的含量很低。

市场中还出现了其它类型的豌
豆蛋白成分，包括豌豆浓缩蛋
白、豌豆分离蛋白和豌豆水解
蛋白。豌豆浓缩蛋白最常使用
于代餐饮料(68%)和零食棒/
谷物棒/能量棒(23%)中。同
样，豌豆分离蛋白最常用于零
食棒/谷物棒/能量棒(19%)和
无谷蛋白意面(14%)中。使用
豌豆水解蛋白的食品和饮料产
品大多集中在冷冻甜品品类，
占59%。

豌豆蛋白用于运动营养补充
高蛋白代餐饮料和运动饮料中
最常使用的是牛奶蛋白(76%)
，只有2%使用豌豆蛋白、大
米蛋白或大麻籽蛋白。关于豌
豆蛋白对运动恢复有效性的研
究有限。但豌豆蛋白的氨基酸
成分表明它有可能对运动员有
益。豌豆蛋白富含支链氨基酸
(BCAA)、谷氨酰胺、精氨酸
和赖氨酸。这些特殊氨基酸有
益于肌肉生成。例如，赖氨酸
能有效促进人体生长和骨骼健
康，而精氨酸可以帮助氮代
谢、生长和细胞分裂，有利于
塑造修长而肌肉发达的身体。
支链氨基酸(BCAA)包括亮氨
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是维
持肌肉蛋白的必需氨基酸。

虽然牛奶和大豆主宰蛋白饮料
市场，但是24%的美国消费者
乐意接受在蛋白饮料中使用植
物蛋白的趋势（《营养和体能
饮料——美国，2014年》）
。14%的英国消费者避免食用
大豆，但只有4%是因为自己
或家庭的某位成员对食物过敏
或不耐而这样做，其余10%不
吃的原因是为了养生。

消费者对不含小麦、大豆和牛
奶等过敏原的食品感兴趣，这
将为豌豆蛋白产品的发展带来
更多机会。随着无谷蛋白、非
转基因和其它热门宣称的增
多，豌豆蛋白将受益于当前兴
起的健康光环效应。由于豌豆
蛋白富含氨基酸成分，未来它
还将应用到运动营养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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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不含
小麦、大豆和
牛奶等过敏原
的食品感兴
趣，这将为豌
豆蛋白产品的
发展带来更多
机会。

人口特征的改变将如何改
变食品的需求？     
影响市场的因素很多，如新
兴经济体城市化，大多数发
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全球
人口日益增多，饮食结构正
在发生转变，从谷物转向水
果、蔬菜、鱼类和肉类，到
2050年，对农作物（增长 
100%）和肉类（增长80%）
的需求将非常巨大。

欧洲和美洲将可能不得不尝
试让昆虫成为更有效的蛋白
质和钙的来源，同时确保生
物能源等所谓的救世科技不
会危害粮食储备（目前生物
能源和牲畜饲料一起耗费了
全球45%的农作物）。城
市化将需要更多在城市种植
的食物，比如屋顶花园和水
培种植工厂；而老龄化人
口将需要功能性的食品，
为80多岁仍在上班的老人
提供活力和精力，不同于
过去针对老年市场的营销活
动。能量饼干、能量口香糖
和能量牙膏等可以带有这些
功能。

有哪些解决方案?
科技进步能扫除阴霾，例如
美国的“Tumbleweed”
和西班牙的“Rosphere”
滚球形机器人能在遥远荒凉
之地探测数据并进行耕种，
而日本的“Rakubesuto”
机械化服装能帮助老年农民
继续工作并增加产出。我
们还看到了人造肉技术的
发展，科学家利用酶制作
美味诱人的植物汉堡，生
产商通过3D打印食物来定
制营养成分，让昆虫等难吃
的成分以颗粒的形式融入食
物中 。

健康饮食的未来如何？
这将涉及多个方面——政
府、纳税人、生产商以及由
于饮食不善而生病的个人。
我们当前处于一个食物自由
的时代，能自主选择食物并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但时代
也正悄然发生改变。我们预
计食品和饮料行业将出现和
烟草行业相似的情况，消费
者不但指责品牌罔顾消费者
的健康，还责怪一些消费者
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他
们还支持政府推行诸如“肥
胖税”等政策，用于补偿地
方政府在治疗心脏病和糖尿
病方面的巨大支出。我们已
经发现一些精明的品牌正在
逐渐减少盐糖等成分，时刻
准备适应新的法规，而不是
突然改变口味而造成顾客流
失。烟草的衰退说明饱受非
议的产品终将失败，因此存
在潜在问题的食品企业要么
自我改变，要么面临同样的
命运。

对话 Richard Cope

Richard Cope拥有十多
年市场研究经验，是客户
定制项目的趋势分析师、
顾问、主讲人和主持人。
他帮助英敏特客户了解全
球消费者趋势对其业务的
影响，主持定期的创意构
思研讨会，已帮助全球多
个领先品牌成功进行战略
转型。

欧洲2017年取消糖配额制
度，将引发市场巨变
Laura Jones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欧洲的糖生产配额制度限制了
糖的生产量，并对糖的价格、
欧洲以外的进口和甜味剂的使
用都进行了规定。由于这些规
定已不合时宜，超过45年的
配额制度将于2017年终结。

从2010年起，欧洲每年甜菜
糖的总产量为1330万公吨，
分摊给产糖的各欧盟成员国。
糖生产配额制度规定了甜菜糖
的最低价以及白糖和粗糖的指
导价。此次改革将提高生产限
额并解除价格限制。由于配额
外的糖必须用于制药或生物燃

料等工业用途，造成了欧洲甜
菜短缺的假象，人为提高了甜
菜批发价格，因此该配额制度
一直为人诟病。生产配额的提
高和出口限制的减少，将提升
未来欧洲在全球糖市场中的
地位。

代糖（Isoglucose）： 欧
洲版的高果糖浆 
除了改变甜菜价格的糖配额制
度外，代糖生产配额制度也将
在2017年废除。目前欧盟糖
配额制度将糖替代品的产量限
制在欧洲整体糖配额的5%，
约670,000吨。代糖在美国被
称为高果糖浆，是一种由淀粉
制作而成的含有葡萄糖果糖的
甜味剂替代品。该糖替代品是

一种用途很广泛的成分，和糖
相比它有益有弊。由于具有增
甜和其它特性，它被用于多种
食品和饮料中。代糖能防止糖
果结晶，防止糖固化成晶体，
避免糖果出现颗粒化质地。代
糖呈液体状，因而更适合液态
产品，如饮料、冰淇淋和乳制
品。但是代糖和糖在口味上有
细微差别，在配置产品配方时
必须考虑这一点。

欧洲对代糖的使用多集中于烘
焙产品、甜点和冰淇淋以及乳
制品。蛋糕、点心和甜品最常
使用代糖，占2013到2014年
间欧洲使用该成分的食品和饮
料新品的20%。 

代糖在酸性溶液中非常稳定，
非常适合碳酸软饮料。但由于
配额制度，目前代糖在欧洲软
饮料中的使用依然有限。碳
酸软饮料通常要求至少42%
的果糖成分才能达到理想的
甜味水平。然而配额制度是
以代糖中的果糖量来计算的。
代糖中的果糖越多，占用的份
额越高。因此，欧洲的代糖不
但果糖含量不够高，产量也不
足。2017年以后，代糖应当
会成为欧洲碳酸软饮料生产商
更可行的选择。

在美国，代糖由于价格更低并
且没有生产限制，已成为碳酸
软饮料的甜味剂选择。

欧洲对代糖的需求依然充满
不确定性 
尽管代糖在欧洲的政策环境将
发生变化，其生产和消费依然
面临多个挑战。代糖未来在欧
洲的发展将取决于原料价格，
如玉米或小麦等原材料的价
格，以及原料生产的成本，例
如开始时可能得抵消建立或扩
大代糖生产设施的成本支出。

健康可能是另一个限制欧洲代
糖需求的问题。在美国，高果
糖浆名声很差，被指比果糖和
含果糖的糖更不利于人体健
康，高果糖浆的生化结构使其
更难被人体分解消化，并加剧
了肥胖症的流行。自1980年
以来，代糖被越来越多的用于
加工食品，而肥胖症也同时在
迅速蔓延。然而，代糖会直接
导致肥胖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
验证，原因很简单，高果糖浆
和其它糖类都是加工食品中的
常见成分，所有类型的糖都在
人们的餐饮中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问及美国消费者对
各类糖和甜味剂的健康印象
时，高果糖浆依然不受待见。
事实上，根据英敏特2014年
美国的糖和甜味剂报告，58%
的美国消费者认为高果糖浆对
健康不利。

虽然高果糖浆在欧洲被称为代
糖，但这也无济于事，现在的
消费者十分谨慎，改个叫法不
能阻止他们有和美国消费者相
似的反应。

可靠
客观
不可或缺

英敏特全球高级趋势顾问Richard Cope回答食品成分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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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en Crothers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随着中国市场对多功能牛奶产
品的接受度提高，高端牛奶
在中国的增长势头强劲。从
2013年8月到2014年1月的六
个月内，36%的消费者花费更
多购买高端牛奶，而25%的消
费者比以前购买更多的巴氏消
毒冷藏牛奶，表明功能牛奶在
中国迎来发展机会。

在消费者愿意支付更多的因素
中，牛奶的新鲜度呼声最高，
将近一半的中国消费者愿意为
新鲜液态牛奶支付更多。同
样，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愿意为
添加额外健康益处的牛奶支付
更多，比如添加了维生素或能
控制体重的纤维。还有四分之
一的人愿意为特定人群生产的
牛奶支付更多，如女性专用的
钙强化牛奶。

可口可乐Fairlife：一种新
牛奶？
可口可乐在美国推出的Fairlife
牛奶是功能牛奶的新案例。其
成分令人瞩目：含50%以上
的天然蛋白质和30%以上的
天然钙，不含乳糖，含糖量
比普通牛奶低50%。值得称
赞的是，该产品含有额外的天
然蛋白质和钙，而不是通过脱
脂干奶和碳酸钙来强化这些
成分。2012年，可口可乐公
司与乳制品公司Select Milk 
Producers建立合资公司，推
出Fairlife牛奶。该牛奶声称
经过一系列的膜过滤处理，先
分离牛奶成分然后根据所需规
格进行重组。在Fairlife牛奶
中，50%的乳糖被过滤，剩下
的乳糖被加入的乳糖酶分解成
半乳糖和葡萄糖，使该牛奶不
含乳糖且比大多数其它牛奶含
糖减少50%。

亚洲和拉美探索功能牛奶的
机会 
英敏特认为，亚太地区在全球
液态牛奶和风味牛奶强化营
养型新品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
位。随着亚洲国家生活水平的
提高并开始着手解决营养不良
问题，生产商有许多机会为这
些地区开发功能牛奶。拉美地
区的消费者也可能对功能牛奶
有兴趣，而且越来越有购买该
类产品的消费能力。在中国，
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牛奶价格过
高。无论是低端牛奶还是高端
牛奶，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
普遍认为定价过高。这将对高

端液态牛奶的定价造成限制，
因此厂家需要考虑给产品定出
能反映额外附加值的中等价
格。如果生产商模仿Fairlife牛
奶将价格提高一倍，或许能与
大多数牛奶形成鲜明差异，但
这也可能是很冒险的策略。

如何提高产品售价？
送礼是实现高价产品的途径之
一。五分之四的中国消费者认
为高端牛奶产品适合送礼。这
为生产商提供了机会，可考虑
将现有的高端牛奶系列根据不
同的送礼场合搭配特定的礼盒
设计。

还值得注意的是，57%的中国
消费者认为进口牛奶比国产牛
奶喝起来更安全，因为他们认
为进口牛奶添加剂更少，而且
通常质量更好。此外，将近五
分之二的消费者表示进口牛奶
比国产牛奶味道更好，这表明
国外产商有很大机会向中国出
口牛奶。

因此，生产商有机会探索膜过
滤工艺，在不改变牛奶本身口
味的情况下开发含有全天然成
分的功能牛奶。这在亚洲的可
行性或许会很高，因为当地消
费者很重视高端牛奶的功能。
不过，他们也许还没有能力承
受价格太高的高端牛奶。因而
生产商可通过不同途径对消费
者进行营销，例如推出适合送
礼的高端牛奶产品包装。生产
商还可考虑向中国出口牛奶。

中国消费者
体验含额外
益处的高端
牛奶

无论是低端牛
奶还是高端牛
奶，不同收入
水平的消费者
普遍认为定价
过高。

Stephanie Mattucci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多数消费者知道日常该吃多少
份蔬菜和水果来防止慢性病。
但许多人依然很难达到标准，
特别是蔬菜。97%的美国成人
每天都吃蔬菜，但40%每天只
吃一到两份蔬菜。65%的美国
消费者将吃更多水果和蔬菜作
为2014年的年度目标，为满
足这种需求，以添加水果和蔬
菜的形式来增加隐性营养的产
品出现了。

蔬菜甚至出现在一些意料之外
的品类中，例如声称每一袋都
含有足份蔬菜的素食奶昔。零
食棒也是其中之一，品牌找到
了在咀嚼燕麦棒中添加水果和
蔬菜的方法，在增加口味的同
时提高营养。而在甜品中，混
合多种水果和蔬菜的冰淇淋棒
成为更健康的零食选择。将熟
悉的蔬菜口味进行搭配，如草
莓和大黄，柑橘和胡萝卜，能
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这种创新
概念。 

35%的英国消费者认为水果和
蔬菜的健康益处应标示在包装
上，因此全力宣传产品中的水
果和蔬菜的特定营养价值将能
吸引这一群体。这对于在加工
时由于退化或滤出而容易被丧
失的营养成分尤其重要。许多
消费者还认为冷冻或罐头食品
中的果蔬的营养价值较低。只
有一半（52%)的美国消费者
认为冷冻果蔬和新鲜果蔬一样
健康，而认为罐头食品中的果
蔬一样健康的人只有31%。 

难以满足果蔬食用量的消费群
体现在能选择更营养、更方便
并更有吸引力的产品。不过，
通过添加果蔬来打造健康形
象需要传达产品的全面营养
价值，才能建立消费者的信
任，让他们觉得产品的价值有
保证。 

蔬菜甚至出现
在一些意料之
外的品类中，
例如声称每一
袋都含有足份
蔬菜的素食奶
昔。

隐性营
养价值
让素食
意外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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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费者成分喜好
40% 
的英国成年人声称知
道壳糖胺维持关节健
康的原理。

14% 
的德国消费者对高蛋白零
食感兴趣， 而在16-24岁
消费者中有24%感兴趣。

48%  
的西班牙成年人表示碳酸软饮
料含糖太多是他们比去年少喝
的原因之一。

日本酸奶市场去年的
新品增长率达到了
24%，为2008年以来
的最高记录。

74% 
的波兰消费者声称
比去年食用更多纤
维。

南非2012年起新上市的
果蔬产品有18%是冷冻型
产品。

抹茶在非饮料新品中的使用比例, 
2012-2014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零食中增
长最快的5种成分

葵花籽

南瓜籽

葡萄干

谷物

水

+117.51%

+73.62%

+59.15%

+56.70%

+56.07%

挪威

德国

英国

芬兰

法国

比利时

96% 
的加拿大消费者吃过至少一种非巧克力糖
果，而使用率随年龄增加而减少。

任何糖果

硬糖

软糖

口香糖

20

18

18

16 27 20

20

4

2

3 17

38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报告

来源：英敏特报告

糖果和口香糖消费比例，按类型区分，2014年

加工肉禽产品
概况，拉美市

场，2014-2018年

墨西哥
69.4
0.6

364.9
2.95
7.8
3.0

哥伦比亚
133.2

2.7
1,094.6

22.10
8.2
7.3

智利
176.3
10.0

1,607.0
90.74

9.8
5.9

巴西
415.9

2.1
2,871.4

14.16
7.6
1.1

零食消费，美国，2014年1月

谷物棒和零食棒

果蔬

咸味零食

奶酪

汤

肉类零食（如牛肉干）

酸奶

冰淇淋

曲奇和蛋糕

冷冻零食

谷物
市场总消费量  千吨  2014    

人均消费量  公斤  2014 
市场总额 美元$   2014   

人均消费  美元 2014 
销售额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14-2018年
销售量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14-2018年 

59%

56%
69%

85%
53%

48%

46%

40%

36%

32%

32%

29%

17%
93%

87%

89%

89%

90%

82%

89%

86%

74%

来源：英敏特市场规模

家外

高* 中

低 从未食用

在家

来源：英敏特报告

印度2012年1月
至2051年3月上
市的高倍甜味剂
中60%含三氯蔗
糖。

来源：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19%
19%

15%
12%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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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umi 用来描述持
久浓稠的特性。

一种新兴
的日本味
道：Kokumi
Gwen Crothers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鲜味是由谷氨酸（一种氨基酸）和核苷酸
（包括肌苷酸和鸟苷酸）带来的一种令人
愉悦的味道，很多食物天生具有这种味
道，如肉、鱼、蔬菜和乳制品。传统上认
为我们有四种基本味道：酸、甜、苦、
咸，任何一种味道都无法用其它味道调和
而成。鲜味是第五种味道，而一种名为
Kokumi的味道最近在日本兴起。

Kokumi提鲜物能让零食和酱汁呈现高
端风味。根据英敏特2014年中国面条报
告，65%的消费者认为新口味的方便面
更具吸引力。还有58%的人认为有异国
风味的方便面值得花更多钱购买。添加
kokumi提鲜物能让方便面汤口味更香
浓，有家庭自制高汤的味道。

根据英敏特2014年中国调味品报告，有
高比例的中国消费者声称自己在家做饭。
超过一半的人声称在家烹饪/准备所有饭
菜，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声称在家烹饪/准
备大多数饭菜，这表明生产商有机会将
kokumi提鲜物加入调味品中。忙碌的生
活和不完善的烹饪技巧是消费者购买预调
制酱料的主要原因。生产商非常有必要开
发“久煮慢炖”制成的酱料，缩短消费者
在家烹制菜肴的准备和烹饪时间。

辣椒酱

韩式金枪鱼烧烤酱

日式牛排风味土豆零食

在家做饭的责任，中国，2014年9月

来源：英敏特 
基于：3,000名20-40岁的互联网用户

Kokumi能用于亚洲的多种产品中：

51%
家里所有的饭菜都是
我烹饪/准备的

2%
在过去3个月内我
没有在家烹饪/准

备过饭菜

11%
我很少在家烹饪/准
备饭菜

36%
家里大多数的饭

菜都是我烹饪/准
备的

1

1

2

3

2

3

欢迎来到
成分运用及趋势洞察
全新英敏特成分专区

立即申请产品演示！
请访问 mintel.com



成分 & 创新 1110
CHINA.MINTEL.COM CHINA.MINTEL.COM

第三期 | 2015第三期 | 2015

英敏特 — 您的创新专家 英敏特 — 您的创新专家

成分 & 创新

购买洞察，
或者
投资洞察

集中英敏特所有资源的综合平台。
成分、创新、消费者和市场 — 兼
顾深度和广度。
深入的洞察，可执行的建议，来自
值得信赖的专家。

mintel.com/mintel-food-drink

Stephanie Mattucci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弹性素食或半素食的意识使人们对植物蛋白有了
更多兴趣。根据 《蛋白质：肉类替代品——美
国，2015年1月》报告，21%的美国消费者偶尔有
些天不吃肉，比如周一不吃肉。22%食用肉类替代
品的消费者食用更多其它来源的蛋白质。

总体而言，消费者认可植物蛋白。约三分之一的英
国和美国消费者吃过植物蛋白，还有近三分之一虽
然没有吃过植物蛋白但有兴趣尝试。

德国和中国消费者更熟悉植物蛋白，分别有59%的
德国消费者和86%的中国消费者食用过植物蛋白。
含植物蛋白成分（来自蔬菜或谷物）的食品和饮料
新品大多数是在欧洲和亚太推出的，分别占比35%
和29%。

弹性素食激
发对植物蛋
白的兴趣

植物蛋白根据特定的成分和品类，具有多种用途。
在一些产品中，植物蛋白完全取代肉类蛋白。而在
另外一些产品中，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或其它成
分产生特定功能，比如脂肪/水结合度、乳化、质地
和风味。

2010到2014年推出的含植物蛋白成分的食品和饮料
新品中，绝大多数使用小麦和大豆蛋白。在使用植
物蛋白的食品和饮料产品中，51%使用一种小麦蛋
白成分，36%使用一种大豆蛋白成分。

虽然小麦和大豆是食品和饮料市场使用最广泛的
植物蛋白，其它的植物蛋白成分也在兴起。豌豆
蛋白成分的使用继续攀升。虽然在目前调查的产品
中只占2%，但豌豆蛋白在继续增长。由于基数很
小，2013-2014年，使用该成分的新产品激增了
49%。其它新兴的蔬菜蛋白还包括花生蛋白、油菜
籽蛋白和大麻籽蛋白。

不过，非常重要的是，创新成分的制作需要公开，
以减少消费者对加工食品的恐惧。

对于作为素食蛋白来源的植物蛋白（如大豆、豌豆蛋白）的兴趣，2014年8月

含植物蛋白成分的食品与饮料新产品，按地区区分，全球，2010年-2014年

含有植物蛋白的食品和饮料新产品使用
的植物蛋白种类，按成分群区分，全
球，2010-2014年

来源：LIGHTSPEED GMI/第一调查网/英敏特 
基于:1,500名英国消费者；2,002名德国消费者；3,000名20-49岁中国互联网用户；2,000名美国消费者

来源：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51%
小麦蛋白族群
及其子族群
成分

39%

23%

33%

6%

46%

66%

16%
蔬菜蛋白**

36%
大豆蛋白族群
及其子族群
成分

5%
玉米蛋白族群
及其子族群
成分

1%
大米蛋白族群
及其子族群
成分

2%
豌豆蛋白族群
及其子族群
成分

*包括蔬菜蛋白和谷物蛋白族群及其子族群成分
**蔬菜蛋白成分群包括：蔬菜水解蛋白，蔬菜蛋白质，植物
组织蛋白，蔬菜分离蛋白，蔬菜浓缩蛋白和复水植物蛋白

来源：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2013-2014新产
品变化%成分群

包括蔬菜蛋白和谷物蛋白成分族群及其子族群成分

19%

11%
8%

35%
28%

北美

欧洲
亚太

拉美

中东&非洲

从未食用过，
也没有兴趣
尝试

食用过

从未食用过，
但有兴趣尝试

34% 32%

59% 86%

35% 40%
21% 2%

31%
28%

20%

13%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德国

德国

中国

中国

立即申请产品演示！

英敏特食品与
饮料资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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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运动“斗士”促
进运动营养市场增长
Laura Jones 
全球食品科学分析师

全球肥胖率持续上升，凸显出
锻炼身体和增加体力活动的重
要性。例如，根据《健康生
活方式——巴西，2014年3
月》，超过一半(55%)的巴西
成年人表示定期进行锻炼(每
周至少两次)。在英敏特2014
年英国生活方式报告中，四成
(37%)英国成年人将锻炼更多
作为排第二位的个人目标。过
去十年，美国参与锻炼的人数
比例也有所增加。虽然近年来
该比例保持稳定，但进行锻
炼的人表示比以前锻炼得更
多了。实际上，根据英敏特
2014年美国锻炼趋势报告，
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比去年锻
炼更多了。这表明运动营养品
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潜在客户。

传统而言，健身者和职业运
动员是运动营养品的核心消
费群。但是，随着参与锻炼
的人越来越多，通过补充营养
来保证整体健康的意识越来越
强，无论体型胖瘦健身强度如
何，各类消费者都越来越多地
选择这一品类。运动营养产
品也越来越多地采取主流定
位，而且购买更为方便，让消
费者对能满足健康活跃生活
方式的产品更有兴趣。不出
所料，运动营养市场从中受
益，近年来增长惊人并预计还
将继续保持。根据《体能食
品和饮料——美国，2013年
1月》报告，2012年运动营养
补充品销售额估计达34亿美
元，预计到2017年将增至58
亿美元。

主流消费者欣赏主流成分
在运动营养产品中使用越来越
多的成分包括蛋白质、支链氨
基酸和肌酸，以及共轭亚油
酸、辅酶Q10和甜菜根汁。不
过，随着生产商期望开发产品
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和追
赶前沿科学，构成运动营养产
品的基本成分和其它成分都在
继续升级。许多运动营养产品
的基本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些产品减少了熟悉常用的成
分，一些成品采用独特的成分
搭配。但是，对于期望针对平
常运动的消费者的产品而言，
熟悉的安全成分和简明的产品
益处更有吸引力。

蛋白质是推动运动营养产品走
向主流的成分之一，尤其是乳
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现在依然
是许多运动营养产品的基础。
蛋白质原来只是出现在零食
棒、饮料和蛋白质粉中，用于
增长肌肉的一种成分，而今却
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的

青睐。除了增长肌肉的作用，
蛋白质还能通过增加饱腹感来
减少食欲从而控制体重，成为
其热门卖点之一。蛋白质成分
为人所熟悉，而且存在于日常
饮食之中，这也帮助使用蛋白
质的运动营养产品获得更多认
同。42%的英国消费者通过食
用蛋白质来帮助减肥。

欧米伽3具有多重功效，是
运动营养产品中崭露头角的
成分
消费者的忙碌生活为具有多重
功效成分的单品带来了强大的
吸引力。事实上，复合维生素
是最受欢迎的维生素保健品，
例如，根据英敏特2014年英
国维生素和保健品报告，40%
的英国消费者食用复合维生
素，四分之一 (24%)的人每日
都食用。

欧米伽3是运动营养产品中的
一种新兴成分。由于缺乏确凿

证据证明其有效性，欧米伽3
的使用很有限，不像蛋白质那
样因为消费者的熟悉而广泛使
用。在欧洲某些市场的消费者
中，95%的人听说过欧米伽3
，但知道其具体功效的却相对
较少。

欧米伽3还能促进健康，帮助
心脏、大脑和眼睛的健康和发
展。然而，改善肌肉恢复和减
少肌肉酸痛的功能才是欧米伽
3在运动营养品领域发展的原
因。在餐饮中加入欧米伽3能
帮助调节欧米伽6与欧米伽3
脂肪酸的比例，让欧米伽3含
量为主，一些研究显示这样能
辅助修复损伤肌肉纤维从而帮
助肌肉恢复。还有研究表明欧
米伽3能增加心搏量 (即心室
每次收缩射出的血量)，从而
保证运动时的心脏健康。欧米
伽3的认知功效还能帮助运动
员在锻炼和比赛中保持头脑清
醒专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
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欧

米伽3补充剂能减少身体脂肪
含量从而显著提升去脂体重。
到目前为止，欧米伽3在运动
营养产品中的使用一直很有
限。但欧米伽3的多重功效和
知名度提升将助其在运动营养
市场中大放异彩。

42%的英国消
费者通过食用
蛋白质来帮助
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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