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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当下市场上的坚果品类愈发丰富，消费场景在逐渐细分。聚焦于细分人群而言，艾瑞调查结果

显示，不同的消费人群在坚果的口味选择、购买坚果时考虑的因素以及食用坚果的场合也不尽

相同。在此情景下，以早餐代餐、办公室、下午茶、健身代餐等场景切入，或以老年人、孕

妇、青年人等细分人群切入，有针对性的开发坚果产品，将成为坚果产品创新的重要方向。

根据商务部数据，从2006年到2016年十年间，零食行业总产值规模由4240.4亿元增长到

22156.4亿元，增长幅度达422.5%，复合增长率达17.98%，预计到2020年，国内零食行业

总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高峰。

当下，80、90后年轻一族是坚果的主要消费群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高端零食的

普及化、以及消费者食品健康安全意识的增强，坚果行业出现了坚果消费场景多样化、产品

供应品质化等变化。

2018年我国坚果炒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销售规模达1625亿元，2011年到2018年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达10.1%，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需求度的不断提升，坚果行业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

势头，艾瑞预计，2019年坚果炒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销售规模将达到1791亿元。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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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行业概念界定及分类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坚果的概念

坚果，干果的一种，果皮坚硬，内含1粒或者多粒种子。坚果富含丰富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

矿物质，是健康类休闲食品的典型代表。

坚果的分类

根据原材料的不同，坚果可分为籽坚果和树坚果两大类，其中籽坚果即籽类炒货，主要包括葵花子、

西瓜子、南瓜子、花生、蚕豆等；树坚果即坚果果仁，包括核桃、碧根果、开心果、腰果、松子、巴

旦木、夏威夷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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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食品饮料是国民第一大消费支出
民以食为天，不管时代如何发展，食品消费依旧是居民生活中的主要消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食

品烟酒支出5631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4%，居八大类消费首位。从零售总额角度来看，2019年3-10月份中，除

6月份以外，限额以上企业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大食品类”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均高于社会消费品的平均增速。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注释：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零售总额指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构成 2019年3月-2019年10月中国社会零售销售总额
及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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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的时代
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健康”
随着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消费升级趋势日益显著。从食品消费结构来看，2017年，各食品类别中粮油

食品、食用油类以及肉类、家禽类零售额增速相对较低，而符合人们高品质需求的水产品类、干鲜果品类、奶及奶制品类

零售额增速较快，食品品类结构升级明显。从购买食品关注的因素来看，消费者对于食品的安全和品质的关注不断升级，

对营养健康的产品需求增加，更愿意为品质安全、营养科学的食品买单。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注释：2017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各类食品零售额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华全国商业信
息中心。
样本：N=1001，于2019年4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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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零食消费
一年吃掉2万亿，零食消费热潮来袭
在消费者需求升级的当下，零食行业正呈现井喷式发展。根据商务部数据，从2006年到2016年十年间，零食行业高速生

长，总产值规模由4240.4亿元增长到22156.4亿元，增长幅度达422.5%，复合增长率达17.98%，预计到2020年，国内零

食行业总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高峰。

来源：商务部，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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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界的实力C位
坚果是零食界最大的品类之一
从休闲零食的市场结构来看，2019年11月阿里平台休闲零食的销售数据显示，坚果以21.3%占据休闲零食最大的销售品

类，饼干占比19.3%，糕点占比15.9%，卤味零食占比15.9%。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属性愈发的关注，坚果类的食品

凭借营养丰富的特点得到了人们关注和认可，据艾瑞调研数据显示，超7成零食消费者都购买过坚果，坚果在休闲零食市

场风头渐起。

样本：N=1330，于2019年11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2019年11月阿里平台休闲零食子品类销售额占比 2019年中国零食消费人群中购买过
坚果的人群占比

购买过坚果的人群

占比75.7%

来源：淘宝网，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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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果行业产业链图谱

注释：图示仅为示意图，未将所有企业LOGO列入其中。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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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果行业规模
规模上千亿，坚果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受益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以及电商红利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坚果行业发展迅速，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坚果炒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销售规模达1625亿元，2011年到2018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0.1%，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需求度的不断提升，坚果行业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艾瑞预计，2019年坚果炒货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销售规模将达到1791亿元。

来源：中国食品工业协会，2019年数据由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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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果行业特征：消费人群年轻化
年轻就要“放肆”吃，80、90后是主要消费群体
当下，80、90后已成为零食消费的主力军，尤其是坚果行业，艾瑞调研数据显示，26-35岁消费人群占比达56.3%，年轻

一族已成为坚果的主要消费群体。

样本：N=1007，于2019年11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注释：年轻代指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
TGI为目标群体指数，表征不同特征用户关注问题的差异情况，TGI=100表示为平均水
平，TGI指数大于100，代表该用户对某类问题的关注程度高于整体水平，TGI大于105

时，表示该指标具有明显优势，TGI越高，优势越明显。
样本：N=664，于2019年11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2019年中国坚果消费人群年龄分布 2019年年轻代消费者坚果消费行为及偏好

消费频次高，购买金额大01
• 50.5%的年轻代消费者每周购买一次以上（每周购买2次以及上

TGI=118.8；每周购买1次TGI=115.2）
• 超五成年轻代消费者每次购买坚果花费超100元
• 更偏爱买礼盒装的坚果（TGI=114.2）

更爱购买混合坚果；
单品坚果中更偏好开心果、巴旦木和夏威夷果02

• 82.4%的年轻代消费者更喜欢购买混合坚果（TGI=107.5）
• 在坚果的品类偏好方面，开心果（TGI=102.5）、巴旦木
（TGI=106.6）、夏威夷果（TGI=109.8）更受年轻代消费者喜爱

口味选择更多元，产品的个性化包装更能引起
他们的注意03

• 喜欢尝试新鲜口味的坚果（芥末味TGI=122.6，火鸡味TGI=119.4，抹茶
味TGI=112.6）

• 除口味、品质及营养价值外，商品的包装（TGI=108.8）、品牌知名度
（TGI=106.8）也是影响年轻代消费者购买坚果的重要因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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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果行业变化：消费场景多样化
精致生活，不负好时光，坚果消费逐渐日常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高端零食的普及化，坚果逐渐成为茶余饭后的休闲零食，坚果品类在不断扩充的同时，消费场

景也在逐渐的细分，艾瑞调研数据显示，除了在节日期间、休闲娱乐时食用坚果外，坚果消费已延伸至下午茶、旅游途

中、健康餐等消费场景。

注释：图片来源于网络。
样本：N=1007，于2019年11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看电视时 67.3% 工作/学习之余 59.2%

三餐前后 45.8% 过节日时 38.6%

电影院 36.4% 健身前后 27.0% 睡觉前 25.6%

2019年中国消费者坚果消费场景分布

旅游途中 51.8%

聚会时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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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果行业变化：产品供应品质化
日益增长的品质化消费需求，倒逼坚果供应链升级
当下，消费者的食品健康安全意识在不断的增强，质量、口味、营养、功能等方面愈发成为消费者购买休闲食品时重要的

考量因素，与此同时，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和迎合消费者需求，休闲零食品牌商也在原料端、生产端等方面入手，从供应端

发力提高产品品质。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中国坚果行业供应链升级

现阶段，众多坚果零售品牌商都采取原材

料源头直采，部分坚果企业通过自建原材

料生产基地的方式来对产业链上游原材料

进行品质控制，源头直采的方式一方面可

以提高供应链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

采购成本。

在产业链中游，坚果品牌商可以根据公

司产品检验标准，从供应商的选择、验

厂、抽样检验、出厂检验等环节把控产

品质量。

在产业链下游，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打通了线上线下的消费场景，坚果品

牌商可以以消费者实际需求为指导，

减少滞销商品生产，同时也可以精准

的对接消费者，给予消费者更好的购

物体验。

01 02 03产业链上游 产业链中游 产业链下游

原料直采，从源头把控原材料质量 泛生产环节，全流程品控，确保产

品出厂质量
数字化信息管理，打通线上线下销

售渠道，精准对接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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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
从瓜子龙头向多元化坚果品牌转型的休闲食品企业
洽洽食品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以坚果炒货以及烘焙类休闲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的休闲食品企业。经过多年发展，洽洽

已成为瓜子行业头部品牌。近年来，公司在巩固瓜子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不断扩充新品类，现已覆盖瓜子、坚果、烘焙食

品等多个品类。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需求的提升，洽洽也在致力于从瓜子龙头企业到多元化坚果品牌转型，2015-2018

年中，洽洽食品的瓜子业务营收占比由75.1%降至64.0%，坚果营收由0.6%提升至10.7%，坚果正逐渐成为公司的第二大

主业。

来源：choice，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葵花子类 坚果类 薯片 其他

2013-2018年洽洽食品营收构成

深耕坚果炒货行业十八年，具有品牌优势

洽洽食品于2001年成立，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知名的炒货品
牌，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线下渠道布局广，渠道终端把控能力强

经过20余年的线下渠道布局，洽洽食品构筑了以经销商为主，覆盖大中型城
市的全国性线下销售网络，线下渠道布局广泛。

布局食品原料上游，延伸产业链条

洽洽于2013年开始布局上游坚果，带动地方进行坚果种植，深耕原料上游，
延伸公司的产业链条，从源头控制原料成本，把控产品品质。

洽洽食品的优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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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松鼠
从品牌打造到IP塑造，快速崛起的互联网零食品牌
三只松鼠成立于2012年，公司成立初期积极把握电商红利，以坚果为切入口，迅速成长为国内领先的休闲食品品牌。与其

他快速崛起的品牌不同，三只松鼠在做好产品营销的同时，不断朝IP化方向发展，持续不断的赋予品牌新的生命力。品牌

成立最初塑造了“三只松鼠”的品牌形象，同时将品牌人格化，为这三只松鼠分别赋予不同的人格特征和名字，随后通过

打造三只松鼠系列动漫、游戏及主题商业的运营，使三只松鼠品牌IP化，从打造产品到打造文化，实现了从食品行业跨界

到其他行业的多元化纵深发展，也通过全方位的品牌塑造措施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塑造“三只松鼠”品牌形象，为这三只松鼠
赋予不同的人格特征和名字，并将品牌“人
格化”，把用户当成主人，升级了商家和消
费者的关系，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定位“三只松鼠”萌宠形

象，将品牌“人格化”

与资深IP打造团队合作推出同名动漫影视，
在动漫故事内容上，将主要场景设定在坚果
店里，围绕坚果开展故事，契合“三只松
鼠”的经营内容，加强“三只松鼠”的IP传

播

打造同名动漫影视

以动画为支点，推出表情包、绘本、玩
偶、马克杯等周边衍生品，从不同维度
丰富三只松鼠的IP形象，给予消费者提
供更多的延伸性体验。

推出三只松鼠IP的周边

衍生品

三只松鼠的品牌IP化布局

平面动漫形象 3D动漫形象 动画 绘本 周边产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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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怡
中粮旗下中高端休闲零食品牌，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美
味营养的休闲食品
时怡是中粮旗下中高端休闲零食品牌，其产品定位为“三低一高”即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健康美味的休闲食品。目前主要有坚果、果干、燕麦、休闲小食等品类，并成功孕育了什锦果仁、每日坚果等

明星产品，近期时怡推出了富含高蛋白质及膳食纤维的优选高纤什锦果仁、全球甄选坚果礼盒等产品，满足不同的消费者

需求。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 特别添加鹰嘴豆，富含18.1g蛋白质，8.8g

膳食纤维，营养健康每一天

• 5种果仁（核桃仁、鹰嘴豆、碧根果、扁桃

仁、腰果仁），用心甄选

• 无人工添加，原味烘焙，留住果仁原香

时怡中粮优选高纤什锦果仁

• 甄选全球坚果优质产区

• 原生大果，自然熟落；适度加工，本初滋味

• 产品：美国开心果、美国扁桃仁、南非夏威

夷果、南非碧根果、越南腰果、美国蔓越莓、

智利蓝莓、混合果仁

时怡PRESENT全球甄选礼盒

• 科学搭配，5种坚果+3种果干，只为给你好

营养

• 科学慢焙，酥脆醇香，无人工添加，只为给

你带来科学好口感

• 科学包装，只为给你好体验

时怡科学坚果会每日坚果B

• 精选澳洲夏威夷果，粒粒饱满，大小均匀，

果实洁白鲜嫩，奶香四溢；

• 采用独特的电烤工艺，微微坚果香，保留

坚果更丰富的营养

时怡中粮优选夏威夷果

中粮时怡部分产品介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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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怡
依托中粮全球产业链优势，全链路确保产品品质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当代消费人群日益注重膳食均衡和饮食健康，用天然食材补充身体所需的物

质和能量，同时对食物品质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时怡将品质看作产品的生命线，依托于中粮集团强大的全产业链严

格把控，以原生态为诉求，精选产地与原料，全程监控，努力呈现食物的本真滋味，为消费者提供营养均衡、品质严选的

休闲食品，满足消费者的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洞察市场需求
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根据消费者
需求、流行态势、品牌定位等综
合考量，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优
质食品

研发
依托中粮全球产业链，精选供应商，
源头采购以及对采购时机的灵活把
控降低原料成本，提高库存周转率

生产

斥重资购买业界领先加工设备，
30万级洁净车间，高自动化生产
设备，尽可能减少人工接触，减
少二次污染。轻烘慢焙，将最本
真的味道带给消费者

品控
从源头选料到科研创新，再到生

产加工和仓储物流，全程把控，

精耕细作，拥有国际一流质量管

理体系

仓储运输

依托中粮我买网三大仓库、自建
物流，缩短与消费者的距离，提
高周转率，保证产品的新鲜度

中粮时怡产品研发到仓储运输产业链流程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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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行业发展背景 1

坚果行业发展现状 2

典型企业案例分析 3

坚果行业发展趋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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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一）
未来2-3年内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随着消费者健康养生意识的不断增强，健康消费愈发成为主流，坚果类食品因营养价值较高，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艾瑞调研数据显示，超半数消费者购买坚果时会考虑坚果产品的营养价值，而混合坚果因种类多、营养高更受消费者的追

捧。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建议居民坚果摄入量为25-35克/天，而中国疾控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坚果与健康关系的科学证据》研究显示，当下我国成人坚果平均摄入量仅为7克/天，远远低于营养学会建议摄

入量，由此，随着居民健康化需求的增长，坚果市场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未来2-3年内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样本：N=1007，于2019年11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2018年我国成人坚果摄入量来源于中国疾控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坚果与健康关系的科学证据》，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6.6%
28.8%

40.6%
44.4%
44.7%
46.2%

49.6%
52.3%
54.0%
54.7%

59.3%
62.7%

产地
包装

购买便捷性
有机绿色健康
品牌知名度

口碑
安全性

营养价值
新鲜程度

价格
品质
口味

2019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坚果时考虑的因素

2019年中国消费者偏爱的坚果类型

71%的消费者购买混合
坚果认为更营养健康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16）

水 1500-1700毫升

谷薯类 250-400克
全谷物和杂豆 50-150克
薯类 50-100克

蔬菜类 300-500克
水果类 200-350克

禽畜肉 40-75克
水产品 40-75克
蛋类 40-50克

奶及奶制品 300克
大豆及坚果类 25-35克

盐 〈6克
油 25-30克

2018年我国成人坚

果摄入量为7g/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

坚果摄入量25-35g/天混合坚果

76.7%

单品坚果

23.3%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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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二）
消费场景及消费人群愈发细分，产品趋向精细化发展
当下市场上的坚果品类愈发丰富，消费场景在逐渐细分。聚焦于细分人群而言，艾瑞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的消费人群在坚

果的口味选择、购买坚果时考虑的因素以及食用坚果的场合也不尽相同。在此情景下，以早餐代餐、办公室、下午茶、健

身代餐等场景切入，或以老年人、孕妇、青年人等细分人群切入，有针对性的开发坚果产品，将成为坚果产品创新的重要

方向。

注释：TGI为目标群体指数，表征不同特征用户关注问题的差异情况，TGI=100表示为平
均水平，TGI指数大于100，代表该用户对某类问题的关注程度高于整体水平，TGI大于
105时，表示该指标具有明显优势，TGI越高，优势越明显。
样本：N=1007，于2019年11月通过艾瑞iClick调研平台获得。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9年中国不同人群坚果消费特征

• 敢于尝试新鲜、个性化口味的坚果（芥末味坚果TGI=152，火鸡
味坚果TGI=148）

• 购买坚果时较为看重包装和品牌知名度（包装TGI=112，品牌知
名度TGI=118）

• 喜欢吃混合坚果，经常在没时间吃早饭时、三餐前后、睡觉前、
健身前后吃坚果

90后

• 喜欢吃原味（TGI=105）、五香味（TGI=107）等常规口味
的坚果

• 购买坚果时较为看重坚果的品质、价格以及新鲜程度
• 更喜欢购买混合坚果，常在聚会时、旅游途中、工作之余吃坚
果

80后

• 更为偏爱原味坚果（TGI=126）
• 购买坚果时更看重坚果的品质、产地以及营养价值，对价格
敏感度高

• 混合坚果和单品坚果喜爱程度相差不多，常在聚会时、过节
日、看电视时等场景食用坚果

80前

坚果细分消费人群及消费场景

消费人群

老年人、孕妇、减肥人群、上班

族、90后、95后、00后……

消费场景

旅途中、早餐场景、晚餐场景、下午

茶、聚会时、办公室场景、宅在家里

追剧/看电视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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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三）
消费者健康化需求增加，坚果精深加工产品或成行业新风口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愈发注重休闲零食的营养价值，对健康零食、饮料的定义也逐渐向无糖/低糖、低热量、富含蛋白质

和营养成分靠拢。消费者对休闲食品的健康化需求必将带动休闲食品的多元化、健康化和高端化的趋势。聚焦于坚果行业

而言，当下，坚果市场中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开发植物蛋白饮品、坚果饮料、坚果代餐粉等精深加工的健康、高端产品

或成为行业新风口。

来源：Ipsos，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来源：公开信息，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消费者对健康零食/饮料的认知

21.0%

32.0%

36.0%

31.0%

46.0%

20.0%

30.0%

38.0%

39.0%

41.0%丰富蛋白质

低脂/热量低

低糖/无糖

丰富维生素

营养成分丰富

健康零食 健康饮料

坚果精深加工产品举例

功能/特色

低胆固醇、低脂肪、高维生

素、高矿物质、零乳糖、低

热量等

主要原料

核桃、花生、大豆、开心果、
杏仁、果肉等

典型植物蛋白饮品

核桃乳、豆奶、混合坚果饮料

等

植物蛋白饮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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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瑞 我们相信数据的力量，专注驱动大数据洞察为企业赋能。

在艾瑞 我们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咨询服务，让您更容易、更快捷的洞察市场、预见未来。

在艾瑞 我们重视人才培养，Keep Learning，坚信只有专业的团队，才能更好地为您服务。

在艾瑞 我们专注创新和变革，打破行业边界，探索更多可能。

在艾瑞 我们秉承汇聚智慧、成就价值理念为您赋能。

400-026-2099

扫 描 二 维 码

读 懂 全 行 业

海 量 的 数 据 专 业 的 报 告

我们是艾瑞，我们致敬匠心 始终坚信“工匠精神，持之以恒”，致力于成为您专属的商业决策智囊。

ask@iresearch.com.cn

关于艾瑞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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