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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对于健康， 
便 利 及 值 得 信 赖 的 食 品 饮 料 的 需 求 不 断 
上升，英敏特2017年全球食品和饮料趋势 
旨在围绕这些进行讨论。这些预测汇集了 
英敏特全球60多位专业分析师的智慧，他们
共同深入探讨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当前发展 
状况、即将到来的2017年和未来趋势。当然，
研究也基于英敏特的各项资讯平台，包括 
消 费 者 调 研 报 告 、英 敏 特 全 球 趋 势 洞 察 、 
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文中 
所 谈 及 的 6 个 趋 势 可 能 已 经 出 现 在 欧 洲 、 
北美、北亚、澳洲及新西兰，同样也会是拉
美地区、中东、非洲和南亚的创新机会点。 
英敏特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和您一起共同发现
潜在的趋势，助力您的业务发展。

趋势内容
02 信任传统

05 植物之力

08 不要浪费

11 时间是关键

14 夜间饮食

17 追求平等：人人健康

Jenny Zegler 
全球食品和饮料分析师

2017年 
食品与饮料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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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或将发生什么？ 
世界瞬息万变，时事出乎意料，
多国政治纷争四起，导致人们
更倾向于寻找脚踏实地的安全
产品，而非打破一切的颠覆式
革新。当然，人们对熟知事物的
信任不会抑制他们对创新的需
求，相反，制造商可把握良机，从
历史的宝库中寻找灵感之源。印
度纸船饮料公司（Paper Boat）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饮料采
用印度传统配方但使用现代化
便携式包装，比如青芒果制成
的“aam panna”袋装饮料。

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真正具
有历史传承或传统特色的食品
和饮料让消费者得到他们所
渴求的信任感。在过去几年里，
消费者对产品正宗性和产品故
事的兴趣已扩展至手艺、工艺

和手作等宣称的使用方面。消
费者依然对产品故事尤其反
映现实的故事感兴趣——我们
在“英敏特2016年全球食品和
饮料趋势”中也曾探讨过这个
趋势，并将之命名为“真实故事”

（Based on a True Story）。传统
或复古的产品能满足消费者想
更加了解产品的欲望，如果产
品的宣称或故事与过去有实质
性的关联，那么毫无疑问将得
到信任。

这种追溯过往的思路带来别样
创新，以人们熟知的事物为基
础，衍生出全新但似曾相识的产
品。比如，推出混合产品以及冷
泡咖啡、含酒沙士等新概念。或
者依托于传统，根据新的市场调
整新的产品，比如Guinness在尼

日利亚推出一
款非洲特色黑
啤。该黑啤含有
非洲当地的生
姜、柠檬草、可
乐果和辣椒
成分，使用一
位尼日利亚
涂鸦艺术家
的画作作为
包装。

信任传统
消费者希望从传统配方、传统口味和 

传统形式中获得慰藉。

37%
法国 

消费者

36%
波兰 

消费者

35%
西班牙 
消费者

欧洲消费者会被正宗
口味所吸引，比如 
马达加斯加香草和 
墨西哥辣椒，2016

Guinness在尼日利亚推出 
一款非洲特色黑啤。该黑啤 

含有非洲当地食材成分，并使
用一位尼日利亚涂鸦艺术家

的作作为包装。.

来源：英敏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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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消费者会买账
英敏特调查发现传统因素影
响了67%的20-49岁中国消费
者的早餐选择，他们倾向于食
用熟悉的中式早餐，如汤、粥、
馄饨和面条等，较少选择新式
中餐或西式早餐。同样地，据
英敏特调查，25%的在家做饭
的巴西成人表示倾向于使用
传统家庭菜谱，比如太奶奶的
做菜秘方。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需
和个人有关。一些消费者也
愿意让产品来讲述故事，比
如，18%的在家国外包装食品

或餐包的美国成人表示看
重 包 装 上 的 食 品

历史故事。

正宗的口味也与故事的真实
性息息相关，据英敏特调查，
马达加斯加香草和墨西哥辣
椒吸引37%的法国人，36%的
波兰人和35%的西班牙人。

但其实产品也可为偏爱传统的
消费者提供“意外惊喜”。英敏
特消费者调查显示，在近期吃
过或有兴趣尝试国外美食的英
国成年人中，29%表示对融合
菜感兴趣，比如中印混搭菜肴。
英敏特调查还显示39%的加拿
大人认为由两种或多种不同异
国风味食材制成的融合主菜
口味正宗，同时还丰富了他们
的美食体验。

67%
的20-49岁中国 
消费的早餐选择，
倾向于食用熟悉
的中式早餐，如
汤、粥、馄饨和面
条等，较少选择 
新式中餐或 
西式早餐

印度纸船饮料公司（Paper Boat）的袋装饮料采用印度传统配方但使用现代化便携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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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如何？
2017年，品牌利用经过时间考
验的配方、口味和形式，或可开
发更多“平易近人”的创新，降
低所有收入阶层尝试新产品
的投入风险。莫斯科一家名为
Po-Russki（俄罗斯风格)的餐厅
将传统和亲民要素完美结合，
以平实的价格为顾客提供正宗
的俄罗斯美食，如“穿皮草的鲱
鱼”沙拉和基辅鸡。 

品牌还可在营销中利用人们对
传统的强烈兴趣。秘鲁Danlac
牛奶品牌为宣称牛奶的纯净
度，在利马的各大超市让员工

扮成传统挤奶工销售牛奶。而
虎牌啤酒推出了一系列视频表
现创造食品的艰辛，试图宣扬
新加坡街头食品文化的骄傲和
热情。

为增加消费者对其的信任感，
还有更多产品将寻找与过去
的联结点。英敏特全球新产品
数据库（GNPD）的搜索结果
显示，在全球食品和饮料市场
中，2015年9月-2016年8月推出
的用“古法”词描述的产品数量
比2010年9月-2011年8月的这
一数量增加了269%。这些“古

法”的元素包
括传统谷物，
传统配方，传
统应用和古老
传承等。所以，
和复古相关的
成分、配方和
营销有巨大的
潜力可挖。

新兴（尚处边缘或前期阶段） 主流（趋势加强） 成熟趋势（遇到平台期）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秘鲁Danlac牛奶品牌为宣称
牛奶的纯净度，让员工在超市

扮成传统挤奶工销售牛奶

“信任传统”会在哪些地区成为机会点？ 
查看这个趋势所在的全球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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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之力
消费者对天然、简单和弹性素食的偏爱 
将进一步推动素食、全素和其他植物型 

配方的流行。

2017年或将发生什么？
消费者向往更健康、更清洁的
生活方式，这驱使他们优先选
择水果、蔬菜、坚果、籽实、谷物
和其他植物成分。为此，越来越
多的制造商推出植物配方，或
者强调植物所带来的特别口
味、营养强化和多种功能。2016
年，这股趋势开始迅速发展， 

“植物”在产品名和营销中均
占据了显著位置，比如依云在
欧洲推出了水果植物口味的
矿泉水，美国WhiteWave公司
旗下无乳饮料子品牌Silk打出
了“Do Plants”的广告语。

甚至，品牌主推植物成分又增
强了人们对素食和全素产品
的兴趣。许多消费者选择偶尔
饮用或食用这些植物为主的
饮料、零食或餐点，但并不会
全盘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这
就是所谓的弹性素食生活方
式。我们在英敏特2016年全球
食品和饮料趋势“替代品无处
不在”探讨素食和全素趋势主

流化时也观察到了这
种生活方式。据英敏特
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
，我们发现2015年9月-2016年
8月的“素食”宣称和“全素”宣
称的数量比2010年9月-2011
年 8 月 分 别 增 加 了 2 5 % 和
257%。这种攀升主要源自两
类产品:一是更多产品特意去
除动物成分从而具有使用素
食或全素宣称的资格；二是原
来的素食或全素产品依据其
植物为主的特性在包装上加
上了素食或全素认证。

人们对弹性素食的偏好导致 
“植物之力”趋势流行，相应

地，这股趋势也提升了植物成

分在人们饮食之中的地位，使
其成为必不可少的提供更多营
养的成分，给产品配方添加了
一个健康光环。2017年，食品
和饮料行业将看到更多产品强
调植物成分，家庭菜谱及包装
产品利用植物成分满足消费者
无时无刻都优先考虑的健康需
求。市场将出现更多的创新。

在2016年，依云在英国、法
国及瑞士推出了水果植物

系列的口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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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消费者会买账
许多消费者出于健康的目的已
从个人层面重视植物成分的
摄入。据英敏特调查，对于健康
饮食这个话题，55%的英国人
认为要吃大量蔬菜，24%的人
认为要有超级食品成分。同样
地，35%的20-49岁的中国人选
择素食让其饮食更健康，14%
寻找含有超级食品成分的产
品。而30%的购买蔬菜的美国
人尝试吃更多素菜。

英敏特还发现很多消费者希望
通过便捷的方式获取建议每日
获取的果蔬摄入量，比如，44%
的波兰人更愿意选择把蔬菜混
入汤或其他菜品里而不是单独
吃蔬菜。与此相似，24%的波兰
人不喜欢单独吃水果而喜欢通

过果昔或其他形式摄入水果。
一些消费者还希望从新的品类
寻找植物成分，比如，17%的巴
西人认为市面上缺乏能替代动
物成分的植物成分，比如替代
牛奶的豆奶、米浆等。

在未来一段时间，植物成分将
从边沿地带走向舞台中心，被
用于在更多的创新和健康相关
的产品中。例如，英敏特调查发
现26%的加拿大人对添加蔬菜
的面条配方感兴趣。

英国Seedlip无酒精蒸
馏酒的酿造秘方中含有

香料、草本和其他植物

8% 11% 1% 4%

25% 增长

素食 纯素食

257% 增长 

全球新推 
素食及纯素食
宣称的食品 
饮料产品， 
2010-2016

来源：英敏特全球新产
品数据库（GNPD）

九月 2010 –  
八月 2011

九月 2015 –  
八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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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如何？
2017年，植物的优先地位将加
快主打植物的新产品和营销
活动的推出。围绕植物的创新
为现有产品和品类指明了新
的方向，英国植物酿造无酒精
蒸馏酒Seedlip就是一个典型。
营销方面也可以玩出很多花
样，例如巴西零售商Hortifruti
品牌的Netflix果汁通过模仿的
方式为产品命名，比如模仿“纸
牌屋（House of Cards）”将产
品命名为“胡萝卜屋（House of 
Carrots）”。

技术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才能
保证充足的植物原料供给，还
可提升植物食品的口味，尤其
对于后面这一点，弹性素食人
群是非常看重的。例如，智利初
创公司Not Company使用人工
智能来开发植物型产品，以取
代牛奶、蛋黄酱、酸奶和奶酪等
动物型产品。据称，该公司运用
人工智能算法分析食品的分子
结构以及人类的口味偏好和质
地偏好，最终开发出Not Milk这
样的产品。Not Milk是由杏仁、
豌豆、大米、坚果、亚麻籽、椰汁
和香草制成的产品。

智利初创公司Not Company
使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植物型 

产品，以取代牛奶、蛋黄酱、 
酸奶和奶酪等动物型产品

“植物之力”会在哪些地区成为机会点？ 
查看这个趋势所在的全球生活圈

新兴（尚处边缘或前期阶段） 主流（趋势加强） 成熟趋势（遇到平台期）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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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浪费
消除食物浪费是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焦点

2017年或将发生什么？
全球被浪费的食品和饮料数量
惊人，从而促使行业进行调整。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
示，全球每年人类消费的食物
有三分之一即13亿吨受到损
失或被浪费。特别是美国，每年
浪费1,330亿磅食物。这样大量
的浪费刺激美国政府制定了到
2030年将食物浪费减少到一半
的目标，“我们要打造一代对食
品浪费敏感的美国人。”

消费者对食品浪费意识的增强
也与零售商和餐馆所做的努
力密不可分。这些商家尽量减
少过期、瑕疵或损毁的食物数
量，或者把它们捐赠出去。2014
年，法国食品店Intermarché
通过一组新潮的广告强调畸
形水果和蔬菜的妙处，使用
诸如“一个丑胡萝卜能做一碗

美味的汤”的广告语，突出避
免食品浪费的意识。2015年
底，Intermarché又做了进一步
的努力，推出了其貌不扬的限
量版蛋糕和饼干系列。由于这
些产品的视觉效果差，市面上
一般见不到它们的身影。

在过去两年里，越来越多的
零售商和餐馆纷纷效仿，承
诺减少丢弃食品和饮料或者
把它们捐赠出去。在美国，从
有机食品超市Whole Foods 
Market到平价食品供应商沃
尔玛，都尝试销售有瑕疵的产
品。2014年，英国Tesco超市承
认浪费了30,000吨可食用的
食品，此后，Tesco宣布调整供
应链，使产品的保险日期延长
两天。荷兰、芬兰和英国的餐
馆通过手机应用销售原本打

烊时就要被扔掉的食
物。剩余食材也可捐给慈善机
构。这是美国的星巴克、英国
的玛莎百货和印度孟买的午
餐快递员队伍的共同追求。

美国品牌Sir Kensington的 
纯素蛋黄酱则是用了鹰嘴 

豆干，这是由aquafaba纯素 
甜点而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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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美国人愿意接受购
买有瑕疵的蔬菜，
比如被压伤的，或
者奇形怪状的

为何消费者会买账
零售商、餐馆和慈善机构的共
同努力逐渐改变了消费者追
求外形完美的食品和饮料的
心理。据英敏特调查，仅一半
(51%)美国人愿意接受购买有
瑕疵的蔬菜，比如被压伤的，
或者奇形怪状的。同时，一些
消费者由于担心食物太多要
扔掉，所以宁愿放弃比较优惠
的选择。约四分之一的西班
牙、法国和德国人不经常购买
特价食物，以避免将来要扔掉。

另外，消费者对特定的品类更
加敏感，因为一些食品和饮料
更容易变质而被浪费。英敏特

调查发现仅过半(53%)美国人
表示新鲜果蔬在他们还未来得
及吃或者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坏
掉了。乳产品也是一个麻烦的
品类，12%的近期购买过牛奶
的巴西消费者表示他们很难在
牛奶过期前喝掉所有的牛奶。

包装对食品浪费也有影响。据
Love Food Hate Waste调查，面
包是英国被浪费最多的食物之
一；英敏特调查发现56%的英
国人对能增加面包和烘焙产品
的新鲜度或延长保质期的包装
感兴趣。包装选择本身是决定
产品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因素。

英敏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
(53%)的20-49岁在家做饭或购
买过酱和调味品的中国人愿意
看到更多小包装的酱/调味品。
包装浪费也是消费者关心的一
个问题，比如40%的饮用咖啡
和或茶的加拿大人认为单独泡
的咖啡/茶包应可堆肥分解或
生物降解。

意大利品牌Pedon 
所推出的“不单是 

意大利面”产品， 
其中15%是有食物

边角料所制

欧洲消费者不经常购买特价食物，以避免将来要扔掉，2016

来源：英敏特报告

23%
法国

21%
意大利

23%
德国

24%
西班牙

31%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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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如何？
2017年，瑕疵产品或将摘掉 

“污名”。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有疤的苹果比光滑无瑕的苹
果含有的抗氧化成分更高，如
果有更多研究支持这一结果，
瑕疵产品摘掉“污名”的进程还
会加快。对其貌不扬的产品进
行正面宣传或许还带来更多的
特殊活动。比如在北爱尔兰贝
尔法斯特的“Feed the City”活
动中，参与者在丰收季节可获
得一些形状不正常的产品。商
家提供便利的服务也能提高人
们对畸形水果和蔬菜的接受
度。例如，巴西初创公司Fruta 
Imperfeita为在其门店购买“长

得不够好看”的果蔬的顾客提
供快递到家的服务。

除了改变人们对浪费的态度，
品牌还有机会围绕原本要被丢
弃的食材进行创新。2017年，可
食用边角料的商品化创新将受
到更多关注，包括将制作果汁、
罐头或其他产品的过程中出现
的边角料重新利用起来。

当然，并不是只有可食用部分
才有用：生产废料也可被有效
利用起来，变成肥料，植物型包
装的原料，或者医院和家庭的
能源。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也

能让食物废料发挥新的用途，
比如印度尼西亚Mycotech公
司用蘑菇和其他被浪费的食物
制作可持续建筑材料。未来，食
物废料的优势将引发多个行业
出现大量的避免食物浪费的解
决方案。

英国品牌 
Snact.的100%
蔬菜零食是用 
一定会被扔掉

的“丑”蔬果 
制成

“不要浪费”会在哪些地区成为机会点？ 
查看这个趋势所在的全球生活圈

新兴（尚处边缘或前期阶段） 主流（趋势加强） 成熟趋势（遇到平台期）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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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关键
产品和餐点所需的时间投入与营养、成

分宣称一样重要。

2017年或将发生什么？
时间日益成为宝贵的资源，
多任务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迫
切需要新鲜、营养和定制化
的快捷方案。事实上，快节奏
的 现 代 生 活 已 经 拉 动 了 零
食和其他便携产品的升级。
据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GNPD），2015年9月-2016年
8月期间推出的含有“便携”
宣 称 的 食 品 和 饮 料 数 量 比
2010年9月-2011年8月增加了 
54%。

但食品和饮料并不全部都要 
“快”。相反，许多消费者寻找

平衡，促使“慢”宣称的产品越
来越多，比如“慢烤”和缓慢
释放能量。英敏特全球新产
品数据库（GNPD）的数据显
示，2015年9月-2016年8月期间
推出的含有“慢”宣称的食品和
饮料数量比2010年9月-2011年

8月增加了214%。但这些包装 
“慢”产品依然要方便食用，它

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恰当
处理了耗费时间的因素。

2017年，减少或节省消费者的
时间投入将成为食品和饮料产
品的一个鲜明卖点。在吃饭时
间方面，“快”与“慢”的矛盾关
系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
消费者在一些场合想节省时
间，但他们也愿意花时间，至少
是一些时间。消费者重视节省
做饭的时间，导致大量快捷产
品或服务增长，包括保质期更
常的香草酱，快手配菜和送货
上门服务。这些节省时间的解
决方案让消费者能缩减制作餐
点的流程，但又不会损失营养
或牺牲个人口味等关键因素。
未来的产品将需要明确地说明
保存时间和所需时间的长短。

30%
的加拿大人看重只需很少
的时间制作或不需要制作
就能食用的早餐产品

Go Cubes咖啡片能制成真正
的一杯冷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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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消费者会买账
消费者在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对
平衡的要求程度不一，早晨格
外重视节省时间。英敏特消费
者调查发现中国42%的20-49岁
的即食餐消费者愿意看到更多
专为早餐设计的即食餐。同样
地，30%的加拿大人看重只需很

少的时间制作或不需要制作就
能食用的早餐产品。

而对于正餐，许多人想进厨房
烹饪正餐，但希望减少至少一
个步骤上所耗费的时间。近半
(45%)西班牙裔美国人表示计
划和制作健康正餐太耗费时
间。同时，巴西人认为烹饪时间
长短是一个重要因素。英敏特
发现43%的人寻找制作简单的
餐点，34%想要能快速制作或
煮熟的餐点，18%希望制作餐
点时只需用到很少的厨具，便
于饭后清洗更为轻松。

工作日和非工作日也不一样，
英敏特调查发现45%的西班牙
人工作日时选择容易快速制作
的餐点，而35%的西班牙人周
末时花更多时间烹饪菜肴。节
省烹饪过程的时间能让人们有
更多时间享受正餐，60%的英
国消费者觉得能悠闲地坐在餐
桌旁吃饭是重要的事情。

英国品牌Huel推出了富含 
全部营养的代餐食品，该产品
的维他命等营养元素为欧盟
推崇的每日所需人体摄入量

巴西消费者购买相关餐点的重要考虑因素，2016巴西

来源：英敏特报告《烹饪习惯—巴西2016》

43% 
便于制作

34% 
能快速制作

或煮熟

18%  
只需用到很少的
厨具去烹饪及便

于餐后清洁

澳大利亚即食餐Herbert 
Adams慢煮6小时烟熏猪肉

派，在其品名上就强调了这个
产品制作过程的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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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如何？
2017年，消费者优先选择节省
时间的食品、饮料和零售方案，
将导致公司纷纷使用精确的
时间相关的宣称。消费者对效
率的期待导致品牌或将不再
使用“快”或“慢”这样笼统的承
诺，而是采用更加精确的宣称，
比如Unplis品牌在巴塞罗那提
供“新鲜制作一小时送达”的服
务，韩国品牌Maeil Bio的酸奶
经过8小时发酵而成，保质24小
时。产品不仅要突出健康，还要
让顾客知晓产品送达、准备或
消费所需的时间，才能进入更
多家庭。

一小部分消费者对效率的追
求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于使
用所谓的“生物解码”食品和饮
料，比如美国公司Soylent和英
国公司Huel推出的集合人体所
需全部营养的代餐饮料。大多
数消费者不愿意用营养密集的
饮料取代太多正餐，但有些人
可能愿意偶尔用营养丰富、饱
腹感强和/或功能性的产品替
代零食或正餐。对于早上时间
特别紧张的人而言，Go Cubes
咖啡片能制成真正的冷泡咖
啡。甚至代餐产品先锋Soylent
公司也宣布进军即饮咖啡和零
食棒市场。

品牌还可通过互联网缩短消费
者购物时间，比如亚马逊Dash
按钮已从美国推广至英国、德国
和奥地利。手机应用也是帮助消
费者简化任务的平台。阿根廷智
能电视用户可调出100多个快
速建议制作菜肴的教程。而奈斯
派索(Nespresso)在新加坡推出
智能咖啡机Prodigio，用户可通
过手机应用远程启动咖啡机，咖
啡煮好了就会在手机上收到一
条提醒信息。

“时间是关键”会在哪些地区成为机会点？ 
查看这个趋势所在的全球生活圈

新兴（尚处边缘或前期阶段） 主流（趋势加强） 成熟趋势（遇到平台期）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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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饮食
夜晚是功能食品和饮料配方 

可以发掘的新场合。

2017年或将发生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全球化工
作，而技术的进步让跨国沟
通更加容易，员工随时待命，
越来越难准点下班。所以让
人感觉舒服或放松的产品需
求日益强劲。一些消费者已

开始运用食品和饮料调整情
绪，巧克力和能量饮料的流
行就是一个明证。不仅如此，
日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正打
开一个夜间产品的市场，这
些产品帮助所有年龄段的人
在夜间保持镇定，获得更好
的睡眠和修复疲惫的身体。

在美容行业，晚霜和精华声
称在夜间滋养修复皮肤，夜
晚已经和功能性有联系了。
未来的消费者，尤其习惯多
任务处理的人，将希望更好
地利用珍贵的夜晚时间。所
以，帮助人们放松、恢复精力
和补充精力的功能食品饮料
将大有可为。

太多人需要功能食品和饮料
了，品牌或许可以让夜间产品
更加品种丰富、创意十足，不再
只是一味的生产花草茶。市面
上已经出现了颇具创意的针对
夜间场合的产品，比如零售商
Lidl在西班牙推出的褪黑素舒
缓果汁。2015年，美国出现了一
个名为NightFood的零食棒系
列。该系列承诺解决晚饭后还
想吃饭的问题，使节食顺利进
行，还可促进睡眠。在墨西哥和
哥伦比亚，Kellogg品牌All-Bran
麦片系列的几种产品重新包装
上市，包装采用较暗的色彩，主
推晚餐燕麦，声称该类产品能
改善消化，让消费者有“一种轻
松复苏的感觉”。 

更多产品可依托茶水的 
美誉，在配方中加入甘菊、 
薰衣草和其他花草，达到 
夜间镇定的效果。

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Kellogg品牌All-Bran麦片 
系列主推晚餐燕麦，声称 
该类产品能改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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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消费者会买账
现代生活压力让一些人深陷压
力之中无法自拔。据英敏特调
查，美国56%的女性和46%的
男性表示压力是一个健康问
题。压力过大已成为最主要的
健康问题之一。压力之下的复
杂生活让人们渴望慰藉，利用
这一心理的食品和饮料再次兴
起。三分之一(33%)的英国人通
过慰藉食物缓解工作压力。

还有一些消费者对“放松”功
能感兴趣，88%的加拿大人认
为放松是重要的健康生活方
式的重要部分。另外，英敏特
调查发现22%的巴西人对让
他们在空闲时间更加放松的
产品感兴趣。消费者对放松解

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强劲，导致
成人涂色书销量上升，客人可
以亲近动物的咖啡馆更加流
行，消费者可付费打碎东西的
商店也热度上升，比如圣保罗
的粉碎实验室（Break Lab）。 

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睡眠，英敏
特调查发现45%的20-49岁的
中国互联网用户表示缺乏睡
眠阻挡他们得到健康的生活
方式。目前的消费模式使一些
食品和饮料品牌占据有利位
置向夜间场合扩张。例如，40%
的德国人把酸奶当做夜间零
食，12%的西班牙人在晚上11
点后食用或饮用酸奶。巧克力
也可定位成夜间零食，尤其消

费者经过漫长的一天，需要在
晚上放松一下。26%的美国人
购买巧克力来改善心情。 

成人彩绘涂本成为放松身心的全球畅销品

英国的Barisieur闹钟用 
煮开水的声音和咖啡的 

香味提醒用户起床

来源：英敏特报告《工作生活——英国2015》

消费者 
如何缓解 
工作压力， 
2015英国

33% 
食用慰藉食品

30% 
与朋友/伴侣/ 

同事聊天

30%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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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如何？
针对夜间消费场合的食品和
饮料有更多潜力尚待发掘。这
种功能可通过产品本身或添
加的成分实现。更多产品可依
托茶水的美誉，在配方中加入
甘菊、薰衣草和其他花草，达
到夜间镇定的效果。

另外，产品可通过饱腹配方帮
助消费者抵御半夜想吃东西
的欲望。一些婴儿食品已开始
主推这种让婴儿安静一整晚
的功能，其实这种功能可以
推广到任何年龄段的人群。

夜间场合吸引的品类十分广
泛。2015年5月，捷克共和国烘
焙产品厂家Penam推出了高
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面包，
专门针对夜间消费场合。

和美容品类一样，食品和饮料
行业也可提供让消费者睡眠
时发挥作用的益处。运动营养
品牌佳得乐一马当先，宣布开
发一款帮助运动员睡眠时恢
复身体的夜间酸奶零食。另
外，食品和饮料还可借鉴美容
品类培养消费者夜间固定习

惯的做法。英国的Barisieur闹
钟用煮开水的声音和咖啡的
香味提醒用户起床。该设计要
求用户晚上入睡之前准备好
早上要煮的东西，从而高枕无
忧。更多产品可融入人们的睡
前习惯，比如睡前食用/饮用
某种特定食品和饮料。

“夜间饮食”会在哪些地区成为机会点？ 
查看这个趋势所在的全球生活圈

新兴（尚处边缘或前期阶段） 主流（趋势加强） 成熟趋势（遇到平台期）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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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或将发生什么？
政治和财富不平等是一个社
会问题；在食品和饮料行业，不
平等也是一个重要主题。健康
食品和饮料的分销渠道和价格
将低收入消费者挡在了门外，
比如天然、有机和不含某种成
分的产品。而低收入消费者构
成全球最大的消费群，解决健
康产品的不平等问题将是长
久主题。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
据，2015年全球低收入者为6亿
3830万人。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食品和饮料
有地方可买，价格能承受才是他
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同时，许多
低收入者还面临着食品相关的
健康问题，如肥胖和糖尿病。家
庭收入低并不直接导致这些健
康问题。但由于低收入人群较少
拥有新鲜食物，专注健身活动的
时间有限，压力大，更焦虑，所以
患病几率也许更高。

据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GNPD），2015年9月-2016年

8月期间推出的含有“经济”宣
称的食品和饮料数量比2010年
9月-2011年8月增加了25%。当
然，“经济”产品增长还有一部
分原因是所有收入群体对性价
比的追求。事实上，同期全球推
出的经济实惠类食品和饮料产
品中，“高端”宣称增速最快。品
牌和零售商不仅要为买得起产
品的人提供价值，还要提供更
多的解决方案，扩大产品的价
格区间，让更多希望改善饮食
和生活方式的人也能买得起。

追求平等： 
人人健康

健康食品和饮料不是“奢侈品”。

丹麦零售商Fakta所销售的 
自有品牌有机牛奶，一升售价

为1.53欧元（1.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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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消费者会买账
对于健康食品和饮料来说，价
格亲民很重要，因为许多低收
入者有意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方
式。例如，英敏特发现法国、德
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的无
业人员准备改变生活方式的意
愿比整体受访者强烈一点。美
国购买蔬菜的消费者中，45%
的家庭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
人主动尝试吃更多蔬菜，但只
有27%的低收入家庭的人今年
比去年购买更多蔬菜。 

同时，一些产品超出了某些低
收入家庭的成受范围。据英
敏特调查，只有一半(51%）的
20-49岁的家庭收入低的人在
健康食品上的开销比6个月前
变多了，而高收入家庭的消费
者有62%在健康食品上增加了
开销。加拿大69%的家庭收入

低于25,000美元的人认为“保
持健康让我有自豪感”，而在家
庭收入为100,000美元或以上
的消费者中，这一比例为82%
，明显高于前者。无独有偶，据
英敏特调查，英国40%的D、E
类社会经济群体尝试在大多
数时候吃得更健康，明显低于
A、B类社会经济群体的这一数
字（56%）。

对于一些人而言，健康的生活
方式是被动而非主动的结果。
巴西近三分之二(64%)的D、E
类社会经济群体吃健康食品主
要是出于节食目的而非渴望健
康的生活方式。而A、B类社会
经济群体的这一比例只有51%
，他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会
改善他们的生活费方式。

英国超市Asda推出的 
畸形可食蔬菜盒，其售价

是常规的7折

来源：英敏特报告《健康生活方式—加拿大2016》，加拿大元

声称“持健康让我有自豪感”的消费者的家庭收入， 
2016，加拿大

69%
低于 

$25,00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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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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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如何？
2017年，如果要让低收入群
体更容易实现吃得更健康这
个理想，那么市场将需要更多
的营销活动和创新。一些公
司已开始有所动作使健康产
品的价格更实惠，比如英国超
市Asda推出的畸形蔬菜盒够
一个四口之家吃，售价仅3.50
英镑。技术也能助一臂之力，
荷兰的一款手机应用Koken 
met Aanbiedingen（用指定食
材做菜）教人们用正在促销
的食材做美食，阿根廷的一款
众包手机地图应用#ElMapa 
DelAsado(烧烤地图)则提供价
格便宜肉食的零售商地址。

价格便宜也是一些餐饮公司
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比如
巴西的Saladorama和美国
的Everytable。 Saladorama
对 所 有 顾 客 都 收 同 样 的 价
格。Everytable则有所区分，洛杉
矶南部低收入区的分店对每位
顾客收取4美元一餐，而闹市高
档区的分店同样一份餐要收费
8美金。Everytable公司表示洛杉
矶南部分店利润微薄，其他店收
费较高能补偿一部分利润。

该公司还将剩余食物捐给慈
善机构，在它身上很可能看到
2017年的两大食品和饮料趋

势——“追求平等”和“不要浪
费”的融合。把本来要丢弃的
食物利用起来也能削减成本。
例如，新加坡的一家餐饮公司
Hesed & Emet为提高移民劳工
的餐食质量，使用“长得丑”的
产品和快到保质期的罐头食品
制作劳工伙食。所以，将健康食
品和饮料的价格降下来也需要
很多创造性。

“追求平等：人人健康”会在哪些地区成为机会点？ 
查看这个趋势所在地全球生活圈

新兴（尚处边缘或前期阶段） 主流（趋势加强） 成熟趋势（遇到平台期）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低活跃度 高活跃度



©
 2

01
6 

英
敏

特
信

息
咨

询（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版

权
所

有

china.mintel.com

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咨询公司
帮您深入了解市场，为您洞察未来商机 
助您把握创新脉搏，与您解读消费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