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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乳制品）”发布——

乳品消费信心提振 液态乳品消费增长
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报告（乳制品）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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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优质奶品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本版编辑 梁 睿 制 图 高 妍

基于2019年度凯度消费者指数中国城
市家庭样组调查数据分析，我国乳制品消费
呈现出新特点。2019年，液态乳品消费在消
费升级趋势下实现稳步增长，乳品消费高端
化趋势逐步加强。报告中所分析的液态乳制
品包括：常温液奶、常温乳饮料、常温酸
奶、低温牛奶、低温酸奶、活性乳酸菌饮
料。报告包含行业背景分析、乳制品增长贡
献分析、消费渠道分析、区域分析、进口与
国产乳品分析、常温乳品基础高端产品分析
六个部分。

液态乳品增速小幅提升

如图1所示，2019年我国快消品销售
额稳步增长，液态乳品销售额增速持续提
升。截至2019年P12滚动年快消品销售额
同比增长率为5.1%，与2018年增速持平，
快消品销售额增长率自2016年起逐年上
升。截至2019年P12滚动年液态乳品销售
额增长率为3.4%，与2018年相比小幅提
升。液态乳品的销售额增速自2017年以来
呈上升趋势，显示了液态乳品品类的潜力。

如图2所示，伊利作为中国乳业龙头企
业，2019年在食品饮料行业主要厂商中渗
透率处于领先地位，且销售规模保持较好
增 长 。 伊 利 在 2019 年 消 费 渗 透 率 为
91.8%，在中国城市家庭中拥有着广泛的消
费人群。

受消费升级影响，2019年截至P12液
态乳品消费增长稳健，由于城镇化的推
进，家户总数提升，同时消费者单次购买
量也有所增加。

液态乳品销售额增长稳健。液态乳品销
售额增长率为3.6%，其中平均单价增长贡献
为2.5%，而销售量增长贡献为1.1%，这说
明液态乳制品销售额增长很大程度上由平均
单价增长所拉动。销售量增长贡献分析表
明，购买者数量贡献2.3%的增长,而户均购
买量为负增长。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得出结
论，液态乳制品销售额增长主要由消费升级
带来的平均单价上升和家户总数的增长共同
拉动。而进一步拆解户均购买量可以看到购
买频次下降，但单次购买量有所提升。

常温乳品销售额增长较快。常温乳品
销售额增长率为6.3%，其中平均单价增长
贡献为2.5%，而销售量增长贡献为3.7%。
与液态乳品增长不同，销售量增长对常温
乳品销售额增长贡献更大。销售量增长贡
献分析表明，购买者数量贡献2.5%的增长,
而户均购买量贡献1.1%的增长。因此综合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常温乳品增长由家户
总数的增长、渗透率提升以及消费升级等
因素共同推动。

但低温乳品持续消费升级的步伐受购
买频次减少的影响较大。低温乳品销售额
增长率为-3.7%，其中平均单价增长贡献为
2.9%，销售量增长贡献为-6.4%。销售量增
长贡献分析表明，购买者数量贡献1.7%的
增长，而户均购买量增长为负，主要是受
购买频次减少的影响。

网络渠道销售增长

2019年截至P12，在液态奶销售渠道
中，大卖场仍是主力，但网购销售增速
加快。

如图3所示，液态乳品在大卖场渠道增
长不佳，但大卖场仍是份额最大的渠道；
液态乳品在小超市和网购等渠道拉动下实
现了提速增长。2019年截至P12大卖场销
售额占比为24.9%，较2018年同期相比销
售额增速下滑2.4%，但仍是销售份额最大
的渠道。与此同时，小超市和网购渠道的
销售额占比逐年提升，其同比销售额增速
分别为11.6%和44.8%。

常温乳品在大卖场、超市、网购和礼
赠等渠道增速均有提升，在大卖场和大超
市销售额占比有所下滑，小超市和网购销
售额占比持续提升。

低温乳品销售额在大卖场加速下滑，
但大卖场和大超市仍然具有较高的份额。
小超市和网购渠道增长较好，其中2019年
网购销售额增速达59.2%。

常温乳品在各区域分布较为均衡；低
温乳品更集中在浙沪区域，且表现较为
稳定。

2019年截至P12，液态乳品销售额排
名前三位的区域分别为：浙沪、湘鄂以及
广东；排名后三位的区域分别为陕西、安
徽和闽赣。销售额增速排名前三位的区域
分别为：湘鄂、安徽以及川渝；排名后三
位的区域为河南、云贵桂以及山东。

常温乳品在各区域分布相对均衡。
2019年常温乳品销售额占比排名前三位的
区域为浙沪、湘鄂以及川渝。销售额增速
排名前三位的区域分别为：川渝、安徽、
东北以及湘鄂。东北和湘鄂排名并列第
三位。

低温乳品销售额在各区域分布不平
衡。浙沪地区分布较多，销售额占比为
17.7%，而在陕西销售额占比仅有2.7%。低
温乳品销售额增长率增速排名前三位的区
域分别为云贵、“湘鄂+江西”、晋冀和浙
沪，晋冀和浙沪并列第三位。

进口乳品销售额增速加快

2019年截至P12，液态乳品国产比重
大，但液态乳品进口销售额增速高。

如图4所示，进口液态产品在液态乳品
中占比较低，但增长较快。2019 年截至
P12，国产液态乳品在液态乳品销售额中占
比96.5%，而进口液态乳品仅为3.5%。但
进口液态乳品销售额增速显著大于国产液
态乳品，分别为11.9%和3.3%。

常温乳品进口与国产销售额占比与增
长趋势同液态乳品基本一致。2019年截至
P12，国产常温乳品在常温乳品销售额中占
比95.5%，而进口常温乳品仅为4.5%。但
进口常温乳品销售额增速大于国产常温乳
品，分别为11.1%和6.1%。

低温乳品销售额中，国产低温乳品占
比较大。2019年截至P12，国产低温乳品

在低温乳品销售额中占比99.5%，进口低温
乳品仅为0.5%。但进口低温乳品销售额增
速大于国产低温乳品，进口销售额增长率
为38.1%，国产销售额增长率为-3.8%。

如图5所示，截至2019年P12，常温
乳品高端产品快速扩张，基础产品平稳增
长，乳品发展呈现沙漏状结构。本部分分
析中常温乳品包括常温酸奶和常温液奶，
不包含常温乳饮料；主要依据各细分类的
价格和产品属性划分为高、中、低端三
类。平均价格为21.9元/升的高端产品包含
高端白奶和常温酸奶，销售额增长率为
8.3%，渗透率为87%，较上年同期同比增
加2.2%；平均价格在10.7元/升的低端产品
包含基础功能奶和基础白奶,销售额增长率
为7.8%，渗透率为77.5%，较上年同期同
比增加1.7%；而平均价格为15.5元/升的中
端产品包含高端功能奶、儿童液态奶、早
餐奶和普通调味乳，销售额下滑，渗透率
为56.4%，较上年同期同比减少0.4%。可
见，高端产品不论是在销售额增长率、渗
透率以及渗透率变化上均高于中低端产
品，常温乳品高端化趋势不断加强。此
外，基础常温乳品消费也具有一定销售规
模和较好的增长表现。

综合以上分析，通过截至2019年P12

乳品消费表现可以得出在液态乳品消费领
域的几个结论：

一是对于乳品消费市场而言，乳品消
费信心提振明显，消费升级促进液态奶消
费稳步增长。乳制品在快消品消费中越来
越普及，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产品，彰显了我国乳品消费市场的巨大潜
力。未来，需在乳品消费升级趋势下坚持
走乳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大力发展适销对
路的低温乳制品，积极促进低温乳品在我
国的推广，以促使我国乳品消费结构更加
平衡和多元。

二是对于乳品企业而言，应顺应消费
升级趋势，推动产品创新以满足消费者多
元需求。未来，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背
景下，国产乳品还需进一步讲好中国奶业
故事，将品质信条和创新理念融入企业文
化当中，努力深耕乳品市场，扩大消费群
体，不断提升国产品牌影响力。

三是从区域发展角度看，乳品市场存
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部分地
区仍有足够的增长潜力。未来要注意实施
乳品市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向中西
部发展中地区进行拓展，如陕西、河南、
云南等地，因地制宜创新开发出适合当地
需求的乳制品。 （执笔：裴 文）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

研究院与伊利集团合作发布的

“经济日报—伊利集团消费趋势

报告（乳制品）”，按季度对我国乳

制品发展趋势开展分析，全面反

映我国乳制品消费发展趋势，旨

在为消费者以及乳品企业提供参

考。本期报告基于凯度消费者指

数2019年调查数据，包含行业

背景分析、乳制品增长贡献分析、

消费渠道分析、区域分析、进口与

国产乳品分析、常温乳品基础高

端产品分析六个部分。

附 注：
1、凯度消费者指数研究方法：确定一组

相对固定的研究群体/家庭户，通过科学的方
法抽取有代表性的固定的样本，连续记录他
们的实际购买行为。通过规模与概率成比例
（PPS）的方法抽取样本家庭，样本家庭户数包
括40000户样本(373个县级以上城市)。

2、时间说明：
P：覆盖4周时间长度；每年13个P；记录

方式：P1,P2,P3……P13。由于可获取数据截
至2019年第12个 P，在本次2019年度报告
中仅包含2019年前12个P情况。

MAT：覆 盖 13 个 P 的 时 间 长 度 ；如
MAT19P6,即覆盖周期为：18P7-19P6。

YTD：覆盖从需要分析的P至当年的P1；
如YTD19P6，即覆盖为19P1-P6。

3、品类定义：
快消品是指用于日常消费的使用寿命较

短、消费速度较快的食品饮料、日化品类；
液态乳制品包括：常温液奶、常温乳饮

料、常温酸奶、低温牛奶、低温酸奶、活性乳酸

菌饮料。
4、指标说明。
销售额：某产品的金额销售规模
销售量：某产品的数量的销售规模
平均价格：某产品单位重量的金额，影响

消费者购买的市场营销因素
户均购买量：购买某产品的消费者平均

每个家庭的购买数量，表现消费者购物篮的
大小

购买频次：某产品购买者的平均购买次
数，反映消费者的消费次数

单次购买量：某产品购买者的平均每次
购买数量，反映消费者单次购物篮大小

购物篮金额：等于单次购买金额。某产
品购买者的平均每次购买金额，影响户均购
买的因素之一，反映消费者单次购物篮大小

购买者数量：某产品购买者的数量，反映
消费者的规模大小

5、高中低端产品划分说明：主要依据各
细分品类的价格、产品属性划分为高、中、低
端三类。

2019年，消费在中国经济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质
量消费趋势覆盖城乡，低线级市
场不断崛起，中国品牌持续成长，
中国经济韧性得以充分显现。

2019年“经济日报—伊利集
团消费趋势报告（乳制品）”（以下
简称“报告”）的发布让我们可以
从乳制品这一行业切片入手，见
微知著地看到整个中国消费市场
的进化和成长。报告显示，快消
品销售额增长率自 2016 年起逐
年上升。2019年截至P12液态乳
品销售额增长率为3.4%，液态乳
品的销售额增速自 2017 年以来
呈上升趋势，显示了液态乳品品
类的增长潜力。

2019年，中国品牌的乳品也
通过多年来对品质的提升、对高
端产品的拓展，不断提升消费者
的信赖感。京东大数据显示，国
货奶粉消费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 60%，高于全站奶粉整体水
平。从消费者的行为分析，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直接搜索品牌来
锁定目标产品，搜索关键词排名
中，中国乳品品牌的排位持续攀
升，证明中国乳品品牌在消费者
心目中的品牌形象和品质信心
不断提升。

从京东大数据分析2019年的
消费趋势，针对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的商品拓展和结构升级成为鲜
明趋势。针对特定目标用户群，
有着鲜明功能和价值导向的乳制
品表现优异，例如伊利欣活中老
年奶粉、女士高铁高钙奶粉、儿童
成长高钙奶粉。利用大数据挖掘
用户特点，通过 C2M（Custom-
er—to—Manufacturer，即 用 户 直
连制造）反向定制推出新品也让
乳品行业有了新的变化，京东定
制产品伊利舒化高钙奶获得消费者热捧。报告显示，常温
乳品发展正呈现沙漏状结构，常温乳品高端化趋势加强。
高端甚至超高端乳品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赢得了越来越多
中国消费者的信赖，并对整个品牌产生正向拉动。迎合消
费者个性需求的细分产品、品质至上的高端和超高端产品
线，不断夯实我国乳品行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赖感，同时
也使乳品市场的产品结构得以不断优化。

报告显示，2019年截至P12，液态奶销售的各渠道中，
大卖场仍是销售主力，网购销售增速加快。作为连接产品
和消费者的最终环节，选择值得信赖的渠道也是乳品消费
的鲜明特色。电商平台能让商品、价格、服务等因素公开透
明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具有配送至家的服务方式受消费
者青睐，因此使得电商渠道在乳制品消费中占据了越来越
高的比重。

中国消费者对自己信赖的渠道和品牌有着非常高的忠
诚度，值得信赖的品牌、值得信赖的商品和值得信赖的渠道
会相互促进，给消费者带来无忧和安心的消费体验。相信
在2020年，信赖依然会成为中国乳制品行业的核心关键词
之一，带动整个行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作者系京东大数据研究院首席数据官）

金领冠悠滋小羊婴幼儿配方羊奶粉、安慕希&瑞幸咖
啡酸奶、金典鲜牛奶……伊利集团在前不久举办的2020年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推出了数十款创新产品，从营养、功
能和包装等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这表明，不断创新研发
产品，满足消费者高端、差异化需求越来越成为乳品企业决
胜未来的战略导向。

如今，牛奶已成为日常消费品，高温奶、酸奶、巴氏奶和
奶粉、奶酪等产品种类齐全，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可。以伊利
集团公布的2019年液态奶销售成绩为例，2019年，伊利液
态奶业务保持了中高双位数的增长，市场占有率近40%。
其中，安慕希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市场份额近60%；
QQ星、舒化、谷粒多、味可滋、植选等其他细分品牌也保持
了强劲增长势头。

伴随着消费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文化、
消费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零售、微店等新渠道不断
涌现，未来的终端发展形态，也呈现出复合型结构。

对此，乳品企业也纷纷拥抱新零售，打造线上“朋友
圈”，不断加强与天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的合作。在不
断加强与新零售渠道的合作过程中，一些“黑科技”也频频
亮相。比如，伊利上线的“浑天仪”系统可以依靠数字化系
统分析、评估、精准预测市场发展态势，辅助终端网点的布
局规划和落地。目前，该系统已经覆盖367个城市，28个
业态。在销售门店，该系统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
消费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便利的购买服务。

我国奶业前20强企业已成立了D20企业联盟，D20企
业的生鲜乳收购量占全国收购总量的57%，乳制品销售额
占全国总额的55%。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要建
立完善创品牌、推品牌、护品牌的奶业品牌发展机制，使国
产品牌进一步深入人心。同时，全面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
新、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创新，鼓励乳品企业优化资源配
置，赢得更大市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