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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蛋白饮料的蛋白质含量呈下行趋势...
数据 23: 2011-16年中国植物蛋白饮料*平均蛋白含量

…但高蛋白应是植物蛋白饮料的一个卖点
数据 24: 国际市场上具有高蛋白营养的高端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样例，2016年

吸引女性的美容或功能性植物蛋白饮料
数据 25: 女性植物蛋白饮料样例，2015-16年

20-39岁消费者最喜欢喝植物蛋白饮料

年轻消费者青睐大豆饮料——尤其是女性消费者

性别是选择购买渠道的差别化因素

消费者青睐种类多样的植物蛋白饮料，但不一定喜欢添加额外健康成分的产品

有针对性和季节性产品最受欢迎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青睐粗粮饮料

高渗透率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量
数据 26: 过去6个月的植物蛋白饮料渗透率，2016年11月对比2015年10月

数据 27: 中国市场上具有抗衰老宣称的植物蛋白饮料样例，2014年

20-39岁消费者的植物蛋白饮料消费量最高
数据 28: 植物蛋白饮料的渗透率（按年龄区分），2016年11月对比2015年10月

大豆和核桃饮料的消费量增多
数据 29: 过去6个月的消费趋势，2016年11月

年轻女性消费者青睐大豆饮料
数据 30: 消费趋势，饮用更多的大豆饮料（按特定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11月

数据 31: 添加口味和成分的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样例，中国，2017年

家中有小孩的消费者青睐核桃饮料
数据 32: 消费趋势，饮用更多的核桃饮料（按特定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11月

数据 33: 国际市场上儿童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样例，2016年

聚会场合的消费量下降，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数据 34: 过去6个月的消费场合，2016年11月

数据 35: 具有适合出行饮用或省时/迅速宣称的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样例，国际市场，2016年

购买渠道趋势反映出商业化效应
数据 36: 过去6个月的购买渠道，2016年11月

性别是选择购买渠道的差别化因素
数据 37: 过去6个月的购买渠道（按性别区分），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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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知更多报告内容吗? 
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只要您在购买『植物蛋白饮料 - 中国 - 2017年2月』这篇
报告时，告知英敏特报告专员下方红包内的折扣代码与
金额，您就可以马上用红包金额折抵此报告的销售原价。

关于英敏特中国报告:

• 综合报告结合市场分析，主要消费者研究、 
产品创新机会与主要趋势。

• 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从1级到3级城市的 
消费者态度、行为、品牌认知和购买动机。

• 我们使用专有的市场规模方法论来研究 
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过15年，这是您可以 
信赖的数据。

• 专家分析行业面临问题和关键市场趋势。
• 依照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的 

独家数据提出新产品趋势分析。
• 在线报告平台可提供多种格式报告下载，并

在PC和平板电脑上都可完整呈现与演示。

联系英敏特中国:
英敏特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  
上海市淮海中路398号博银国际大厦25楼 | 上海中国 200020
电话: +86(21) 6032 7300
电邮: infochina@mintel.com

*英敏特有权决定最终的 
报告价格以及汇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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