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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化食品指以果蔬类、豆类、薯类、谷类或坚果籽类
等为主要原料，采用膨化工艺制成的组织松脆或疏
松的食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膨化食品》分
类，膨化食品可分为含油型与非含油型。膨化食品
市场中参与者众多、竞争激烈，新产品开发难度高，
膨化食品商家依靠价格战维持市场份额，导致膨化
食品企业利润下降。受制于膨化食品对人体有害的
观念，中国居民零食消费愈加转向更加健康的其他
休闲食品，中国膨化食品市场规模持续下降。 

热点一：电商渠道普及推动膨化食品行业发展 

热点二：膨化技术研发增加膨化食品营养 

热点三：膨化食品企业创新提升产品吸引力 

中国网络购物规模在 2018 年达到了 7.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2.0%，中国网购交易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接近
20%。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普及率与网络购物规模的提
升拓宽了膨化食品行业销售渠道，膨化食品企业能够覆
盖到更多的下游客户，行业渗透率不断提升，互联网电
商渠道的发展使膨化食品企业产品可以销售至从前不能
达到的地理区域，如新疆与西藏。 

消费者对于膨化食品对身体有害的印象主要源于膨化食
品的加工方式。油炸膨化技术由于较高的烹饪温度，油
炸后导致原料的营养成分损失严重，并且会出现腐败等
问题。为了改善油炸膨化技术的不健康属性、以及膨化
食品生产工艺简单、口味单调等问题，真空膨化技术、
微波膨化技术与真空油炸技术等新型膨化食品加工技术
经过开发研制并逐渐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推动行业发展。

膨化食品企业从原料、加工方式、口感、健康程度、品
牌设计、营销方式等层面进行创新。膨化食品企业通过
进行膨化技术创新，将原本高热量油炸膨化工艺改进为
低温油炸膨化加工工艺与非油炸物理加工工艺，增加膨
化食品健康属性。膨化食品企业通过把握市场潮流、跟
随年轻人热点话题推出“社会人”、“单身狗”等系列主题产
品，提升品牌粘度，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特殊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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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电器，食品，金融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

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

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

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5 月完成。 

1.2 名词解释 

 价格弹性：价格弹性指价格变动引起的市场需求量的变化程度，是企业决定产品提价或

降价的主要依据。在需求曲线具有弹性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采取降价策略; 反之，企业

可以采取提价策略，以保证企业收益不断增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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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溶性物质：水溶性物质指能溶于水的物质，狭义物质的水溶性指物质在水中的溶解性

质，广义物质的水溶性指物质在极性溶剂中的溶解性质，比如物质在甲醇中的溶解性质。

水溶性的物质分子中通常含有极性基团如-OH、-SO3H、-NH2、-NHR、-COOH 等不

太长的碳链。水溶性高分子之所以溶于水，是因为在水分子与聚合物的极性侧基之间形

成了氢键。 

 糖精钠：糖精钠是食品工业中常用的合成甜味剂，糖精钠的甜度比蔗糖甜 300-500 倍，

在生物体内不被分解，由肾排出体外。 

 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指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随着产量的

增加，企业生产长期平均总成本下降。 

 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者购买的产品）带来的总成本

的增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随即而产生的成本增加量即称为边际成本。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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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市场综述 

2.1 膨化食品的定义与分类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膨化食品》（GB17401-2014）的定义，膨化食品指以果蔬类、

豆类、薯类、谷类或坚果籽类等为主要原料，采用膨化工艺制成的组织松脆或疏松的食品。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膨化食品》（GB17401-2014）分类，膨化食品可分为含油型

与非含油型，含油型膨化食品为以食用油脂煎炸或产品中添加和（或）喷洒食用油脂的膨化

食品；非含油型膨化食品为产品中不添加或不喷洒食用油脂的膨化食品。 

按制作工艺分类，膨化食品可分为焙烤型、油炸型、直接挤压型与花色型。焙烤型膨化

食品为经过微波加热、焙烤或焙炒等加热方式膨化而成的膨化食品；油炸型膨化食品为经过

食用油煎炸膨化而制成的膨化食品；直接挤压型膨化食品为在高压、高温条件下，利用加工

机器内外压力差使产品膨化而制成的膨化食品；花色型膨化食品为以直接挤压型、油炸型或

焙烤型膨化食品为原料，使用果仁、酱料或油脂等辅料涂层或夹心而制成的膨化食品。 

按原料分类，膨化食品可分为淀粉类、蛋白类、淀粉和蛋白混合类与果蔬类膨化食品。

淀粉类膨化食品为以淀粉类原料膨化加工制成的食品，主要原料有小米和大米等；蛋白类膨

化食品为以高蛋白类原料膨化加工制成的食品，主要原料有大豆、青豆和黑豆等；淀粉和蛋

白混合类膨化食品为以淀粉类原料与高蛋白类原料混合膨化加工制成的食品，如鱼片和虾

片；果蔬类膨化食品为以果蔬类原料膨化加工制成的食品，主要原料有豌豆和玉米等（见图 

2-1）。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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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膨化食品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2.2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的市场规模 

近五年，线上零售渠道的发展便于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价格比较，受此影响，膨化

食品产品价格透明，价格敏感度提升。膨化食品市场中参与者众多、竞争激烈，膨化食品加

工技术要求膨化食品原料淀粉含量高、水分含量低，原料的局限性导致新产品开发难度增加，

膨化食品商家依靠价格战维持市场份额，导致膨化食品企业利润下降。 

受制于膨化食品对人体有害的观念，中国居民零食消费愈加转向更加健康的其他休闲食

品，中国膨化食品市场规模持续下降，由 2014 年的 183.5 亿下降至 2018 年的 172.9 亿，

年复合增长率-1.5%。消费者对于膨化食品不健康的印象将导致消费者转向消费其他更加健

康的休闲食品，膨化食品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膨化食品企业利润稀薄，形成膨化食品企业以利

润换取市场份额的恶性循环，中国膨化食品市场规模将持续下降，预计到 2023 年，中国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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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食品规模将达到 148.1 亿元。 

图 2-2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市场规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tbTEAM 软件采编，头豹数据中心编制 

2.3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膨化食品发展起步较晚，自 1990 年发展至今，经历了起步阶段、高速发展阶段与

过度竞争阶段 3 个阶段（见图 2-3）。 

图 2-3 膨化食品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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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阶段（1990 年-2004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上好佳与乐事等膨化食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膨化食品行业进

入起步阶段。膨化食品企业通过将膨化食品包装进行充氮处理，食品保质效果较好，保证膨

化食品产品的稳定性与可运输性，膨化食品可销售到更远的区域，膨化食品行业开始发展。

这一阶段中国商业发展缓慢，膨化食品主要销售渠道为传统门店渠道与批发市场。2004 年

中国膨化食品市场规模约 4.5 亿元。 

 高速发展阶段（2005 年-2015 年）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大润发、沃尔玛、乐购等大卖场在中国高速发

展，在中国多个城市建立门店。膨化食品企业通过进驻大卖场渠道迅速打开市场，中国膨化

食品市场规模呈爆发式增长。同时，由于消费升级与居民健康饮食意识增加，多口味非油炸

罐装薯片等健康膨化食品进入市场，膨化食品市场加速细分。此阶段膨化食品企业通过大力

发展焙烤型与花色型膨化食品制造工艺，开发出不同形状、口味和香味的产品，迅速占有市

场，中国膨化食品行业高速发展。2015 年膨化食品市场规模为 204.3 亿元。 

 过度竞争阶段（2016 年至今） 

随着零售通、大润发发到家等网上批发渠道出现后，中国线上零售行业高速发展，消费

者通过在网上零售平台的商品陈列可对比选择购买商品，膨化食品价格趋向透明，商家利润

逐渐降低。膨化食品经过多年发展市场趋向饱和，具有销售热点的产品开发难度增加，商家

主要通过降低价格促销吸引消费者保持市场份额，商家盈利难度提升。此阶段通过线上零售

平台膨化食品销售区域得到拓宽，销售量增加，但由于市场饱和带来的过度竞争与线上零售

平台导致的价格透明，膨化食品商家利润下降，膨化食品行业规模缩减。2018 年膨化食品

市场规模为 167.9 亿元。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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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膨化食品产业链分析 

膨化食品产业链上游为产品研发与原料采购，中游环节主体为膨化食品的加工制造环节，

下游涉及销售渠道和消费者（见图 2-4）。 

图 2-4 膨化食品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2.4.1 上游分析 

 膨化食品上游的产品研发环节对整个产业链起到协调与规划作用。膨化食品行业以产品

为主，产品研发工作需要考虑上、中、下游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可行性，产品研发环节需要考

虑技术与市场两大因素。技术方面，膨化食品企业通过思考其生产技术优势、特点与物流储

备局限确定原材料的采购，确保研发方案的可行性与落地性；市场方面，膨化食品企业需要

根据对消费者的认知、市场的预估与自身品牌的定位，对产品进行相应的定位和设计。膨化

食品企业上游产品研发工作为企业未来产品市场定位的主要规划工作，对于企业的发展有重

要影响。 

膨化食品原料为淀粉含量偏高、水含量偏低的农作物，如土豆类、豆类、五谷类等农作

物，膨化食品企业的采购方式有农作物产品大宗交易、企业与种植农户合作、企业自建种植

基地。膨化食品企业主要的采购方式为农作物大宗商品交易，农作物大宗商品交易方式具有

管理成本低、路径成熟、门槛低、便利性高和企业成本低廉等特点；企业与种植农户合作模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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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具有质量保障、满足企业个性化、差异化与定制化需求等特点；企业自建种植基地回报周

期长、技术跨度大、生产成本高，但仅少数企业尝试此模式。多数膨化食品企业通过大宗商

品交易进行农作物产品原材料的采购，膨化食品企业选择范围广，农作物供给商议价能力弱。 

2.4.2 中游分析 

中游环节膨化食品企业可选择自建生产体系或寻求外部合作生产商，膨化食品企业通过

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 

自建生产体系具有管理成本低廉、毛利率高与灵活度低等特点，外部合作生产商模式具

有灵活度高、毛利率低、管理成本高等特点。当膨化食品企业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生产工艺

复杂、同时具有高盈利、高销量等特点时，企业倾向于选择自建生产线；当膨化食品企业产

品属于生产工艺简单，或处于试行生产阶段，无法确认产品销量与市场反馈，构建专门生产

线花销较大，企业多选择寻求外部合作生产商生产。由于膨化食品代加工技术透明，外部合

作生产商数量较多，外部合作生产商议价能力较弱。 

中游膨化食品生产加工工艺包含非油炸物理加工工艺与低油脂油炸膨化加工工艺，膨化

食品非油炸物理加工工艺包含直接挤压型膨化加工技术与真空膨化加工技术，直接挤压型膨

化加工技术为通过高温、高压，利用加工机器内外压差使膨化食品原料膨化；真空膨化加工

技术为通过抽取膨化食品加工机器内的空气制造压差使膨化食品原料膨化。低油脂油炸膨化

技术包含真空油炸膨化技术，真空油炸膨化技术为通过制造压差降低膨化食品加工油液沸

点，进而进行油炸膨化，加工油液沸点降低能够减少油炸膨化食品油脂含量，保留膨化食品

营养。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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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下游分析 

膨化食品下游涉及销售渠道与消费者。 

销售渠道方面，主要为线下商超大卖场渠道与线上电商渠道。传统线下商超大卖场渠道

通过广告与营销构建消费者产品印象，当消费者位于销售地点（商超大卖场）并具备消费动

机时，消费者产品印象被触动，购买动作发生。线下商超大卖场渠道主要采用代销与经销策

略，经销与代销商通过与膨化食品企业签订合约在特定区域内销售该膨化食品。线下商超大

卖场渠道反馈的销售数据信息相对模糊，如消费者的年龄段、性别、购买偏好等数据在线下

销售渠道难以统计，可挖掘数据量较少，无法精确到每笔订单或每位消费者进行针对性有效

分析。膨化食品企业由于无法有效将产品真实市场表现与代销、经销渠道代理商对于渠道的

整合、销售能力区分开来，无法做出准确的产品分析。线上电商渠道通过将产品信息与购买

链接同时陈列在电商平台，达到输出内容的同时使消费者能够完成购买行为，将“认知”与

“购买”结合，使消费者在了解膨化食品产品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购买，两个过程相互关联影

响，促进膨化食品消费。 

膨化食品由于其口味独特、口感蓬松柔软，深受儿童、青少年与老年人喜爱，然而随着

消费升级以及膨化食品安全危害知识的普及，消费者愈加注重膨化食品安全因素，父母对儿

童食品安全问题愈加重视，膨化食品的食品安全隐患备受诟病，消费者购买偏好逐渐改变，

转向消费更加健康的休闲食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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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膨化食品驱动及制约因素 

3.1 驱动因素 

3.1.1 互联网普及率提升，电商渠道推动膨化食品行业发展 

随着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网络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由 2014 年 6.5 亿人增长至 2018 年

8.3 亿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由 2014 年的 47.9%增长至 2018 年的 59.6%（见图 3-1） 

图 3-1 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与互联网普及率，2014-2018 年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头豹数据中心编制 

中国网络购物规模在 2018 年达到了 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0%，中国网购交易额占

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接近 20%。2018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 505 亿件，同比增长 25.8%，

连续 5 年高居世界第一。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普及率与网络购物规模的提升拓宽了膨化食

品行业销售渠道，膨化食品企业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下游客户，行业渗透率不断提升，互联网

电商渠道的发展使膨化食品企业产品可以销售至从前不能达到的地理区域，如新疆与西藏。 

3.1.2 膨化技术研发推动行业发展 

消费者对于膨化食品对身体有害的印象主要源于膨化食品的加工方式。油炸膨化技术由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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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高的烹饪温度，油炸后导致原料的营养成分损失严重，并且会出现腐败等问题；膨化使

用油通常经过反复使用，容易产生致癌物质。为了改善油炸膨化技术的不健康属性、以及膨

化食品生产工艺简单、口味单调等问题，真空膨化技术、微波膨化技术与真空油炸技术等新

型膨化食品加工技术经过开发研制并逐渐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推动行业发展。 

真空膨化技术也称为气流、压差膨化技术, 主要用于果蔬类膨化食品的生产。果蔬原料

经处理后，水分含量干燥至 15%~25%，再将果蔬置于压力罐内, 通过加压和加热, 使果蔬

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平衡, 然后突然减压, 使物料内部水分突然气化, 果蔬细胞膨胀, 达到

膨化的目的。真空膨化技术由于加工时间短，保留了果蔬中大部分营养成分，不含添加剂与

油，富有矿物质、维生素与纤维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保持了原果蔬风味。真空膨化技术生产

的膨化食品能够产生均匀的显著蜂窝状细胞结构，与普通热风干燥加工下的膨化食品相比更

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真空膨化技术由于加工过程中不含油，生产的膨化食品避免了油脂氧

化，同时真空膨化技术加工下产品含水量在 4%以下，保质期较长。 

微波膨化技术是通过电磁能的辐射传导, 使水分子吸收微波能、产生分子快速振动获得

动能, 实现加工材料水分的气化, 进而带动加工材料的整体膨化。经微波膨化技术加工后的

产品水分含量较高，需经过再次加工处理达到蓬松的程度。微波膨化技术具有产品质量高、

油脂含量低、时间短、速度快、设备面积小和加热均匀等特点。 

真空油炸膨化技术是在负压条件下使膨化食品加工油液沸点降低，进而进行油炸膨化，

真空油炸膨化技术加工时间短、温度低，可以改善食品的品质和降低油脂的劣化程度，保留

了膨化食品大部分营养成分及风味。 

新膨化食品技术生产的膨化食品具有保留食品原料的营养成分及风味、储存期长、健康、

机器占地面积小、加工速度快等特点，推动膨化食品行业向多元化与健康化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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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膨化食品行业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膨化食品市场容量获得拓宽。市场容量

拓宽促使膨化食品行业进行创新以构建独特竞争力吸引消费者消费，膨化食品企业从原料、

加工方式、口感、健康程度、品牌设计、营销方式等层面进行创新。例如，为打破膨化食品

口感单一的局面，膨化食品企业除从口感加工层面进行创新，也从原料入手，由单一原料变

为组合原料，创造新型底层口感，促进消费。 

加工方式层面，膨化食品企业通过进行膨化技术创新，将原本高热量油炸膨化工艺改进

为低温油炸膨化加工工艺与非油炸物理加工工艺，增加膨化食品健康属性，改变消费者对于

膨化食品不健康的印象。膨化食品企业通过把握市场潮流、跟随年轻人热点话题推出“社会

人”、“单身狗”等系列主题产品，提升品牌粘度，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特殊纽带。  

3.2 制约因素 

3.2.1 食用过量膨化食品危害健康 

膨化食品通常给消费者的印象为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高盐、多味精食品，长期食用

会导致人体热量、油脂吸入高，营养摄入不足，导致肥胖。膨化食品加工过程中食品原料会

通过金属管道，金属管道通常由含有锡和铅的合金制成，高温情况下合金中的铅会气化污染

膨化食品。铅属于多亲和性毒物，摄入人体后难以排除，铅会损伤人体消化系统、血管、造

血系统和神经系统，导致食用者出现爱发脾气、多动、记忆力差、注意力低下等症状。 

此外，膨化食品食品添加剂中有一种化学合成物的代糖品，名为糖精钠，过量食用会对

儿童神经系统和肝脏造成危害，导致儿童小肠吸收能力差、食欲减退。膨化食品中添加剂中

的明矾与碳酸氢钠含有一定量的铝。铝并非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人体摄入铝后 85%以上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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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积蓄在体内，与人体中多种酶、蛋白质等元素结合，影响体内生化反应。摄入过量铝会导

致儿童出现骨软化症、发育缓慢等症状，铝会损害人体大脑功能，严重者可能会引发痴呆。

膨化食品的不健康食品形象影响消费者对于膨化食品的消费选择，制约膨化食品行业进一步

发展。 

3.2.2 过度竞争导致市场利润稀薄，新企业难以盈利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由于产业集中度较高，乐事、上好佳、好丽友三家企业占有中国膨化

食品行业市场份额的 80%以上，渠道建设完全，成本控制能力强，商品价格低，新加入的

企业由于成本控制能力弱，难以以价格吸引消费者，难以盈利。 

膨化食品行业由于口味相似、为价格弹性高的产业，微小的价格变动会造成销售量的大

幅改变。乐事、上好佳、好丽友三家公司从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以来，陆续开始经营

膨化食品，在中国有 20 年以上的发展历史，长期的发展使得三家公司有产业协同能力，三

家公司有能力降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吸引消费者、提升产品竞争力并以规模盈利。其他膨

化食品企业由于市场份额有限，难以做到提升生产销售规模，产生协同效应以减少采购、加

工与营销方面的成本，达到有竞争力的价格，往往被迫退出市场或以微薄的利润艰难维持。 

小型膨化食品企业由于利润微薄，缺少足够的研发经费开发新型、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产

品，在推出新产品时往往选择跳过研发与品牌宣传阶段，以直接模仿市场上受欢迎的膨化食

品的方法来获得销售利润。小型膨化食品企业由此跟上了市场热点，节省了研发与品牌宣传

的成本，但失去了企业核心技术的支持与培养，由于小型膨化食品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的支持，

只从产品外观与形状仿造，未从根本上建立企业产品的核心价值，因此造成了市场上无序竞

争、相互压价、降低成本、偷工减料的混乱局面，导致恶性循环，企业利润再度下降，产品

质量下降，降低了消费者对膨化食品的信任与购买欲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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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休闲食品同类竞争  

膨化食品作为休闲食品品类之一，产品定位与休闲食品相同，发展趋势同样为个性化、

多元化、健康化，膨化食品与休闲食品中其他品类处于竞争关系。休闲食品主要可分为谷物

膨化食品类、果仁类、薯类、糖食类、派类（酸角果派，西番莲果派等）、肉禽鱼类、干制

水果类、干制蔬菜类、海洋类制品等。 

由于近年来食品行业健康化趋势明显，消费者对于五谷杂粮、无糖食品、养生代餐粉、

非浓缩还原果汁、蔬果汁、有机食品较为偏好，对于高糖类、高热量、高油脂类的膨化食品

消费放缓。中国休闲食品行业规模由 2014 年的 6451 亿增长至 2018 年的 10158 亿，而膨

化食品规模由 2014 年的 183.5 亿减少至 2018 年的 167.9 亿。休闲食品中的其他品类相较

于膨化食品品类更加多元化，近年来休闲食品其他品类规模的急速扩张制约了膨化食品的发

展。 

4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政策及监管分析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法律法规趋向严格，从原料、生产、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及销售

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见图 4-1）。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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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相关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2011 年 4 月，中国卫生部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2011），该标准规定了包含膨化食品在内、直接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要

求，规范了膨化食品销售市场。 

2013 年 12 月，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致

病菌限量》（GB29921-2013），该标准规定了包含膨化食品在内的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范围、

限量要求和检验方法，包含副溶血性弧菌、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金黄色葡萄球菌、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与沙门氏菌，保障了膨化食品产品的质量安全。 

2014 年 12 月，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膨化食品》

（GB17401-2014），该标准明确了中国膨化食品的定义与分类、原料与感官要求、理化指

标、微生物限量，并规定了膨化食品包装袋内非食用物品要求，规范了中国膨化食品市场。 

2014 年 12 月，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该标准规定了包含膨化食品在内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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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规范了市场中膨化食品产品

的质量。 

2015 年 5 月，中国农业部颁布了《绿色食品膨化食品》（NY/T1511-2015），该标准规

定了非油炸型绿色膨化食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方面

的要求和准则，该标准不适用于膨化豆制品。 

2016 年 12 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

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膨化食品生产卫生规范》（GB17404-2016），该标准规定了中国膨

化食品生产中原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运输等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和

管理准则，规范了中国膨化食品加工市场。 

2017 年 3 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

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7），该标准规定了包含膨化食品

在内的食品中铅、镉、汞、砷、锡、镍、铬、亚硝酸盐、硝酸盐、苯并芘、二甲基亚硝胺、

多氯联苯等限量指标。该标准保证了膨化食品的食品安全，明确了膨化食品在加工、生产、

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或由环境污染带入产生的、非有意加入化学性危害物质

的限量，保障了膨化食品产品的食用安全性。 

2017 年 3 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

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2761-2017），该标准规定了包含膨化食

品在内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黄曲霉毒素 M1、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展青霉素、赭曲霉

毒素 A 及玉米赤霉烯酮的限量指标，保障了膨化食品的食用安全性。 

2018 年 12 月，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颁发了《全谷物膨化食品》（T/CABCI003-

2018），该标准规定了全谷物膨化食品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签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该标准全面规范了全谷物膨化食品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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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要求，规范了全谷物膨化食品行业。 

5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市场趋势 

5.1 食品安全监察力度加强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18 年中国全年完成 24.9 万批次食品安全国家监

督抽检任务，较 2017 年增加了 6.9%，覆盖全部 33 大类食品。检出不合格样品 5965 批

次，样品平均不合格率为 2.4%，与 2017 年持平，比 2014 年降低 2.9 个百分点。其中膨

化食品抽查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1，样品生产日期在 2017 年 9 月 17 日

之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样品生产日期在 2017

年 9 月 17 日（含）之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2，样

品生产日期在 2017 年 9 月 17 日之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样品生产日期在 2017 年 9 月 17 日（含）之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

食品》（GB 1740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13）

等产品标准和指标的要求，检验项包含含油型膨化食品和非含油型膨化食品检验项目，包括

水分、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丁基羟基茴香醚（BHA，

以油脂中的含量计）、二丁基羟基甲苯（BHT，以油脂中的含量计）、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以油脂中的含量计）、没食子酸丙酯（PG，以油脂中的含量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

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二氧化钛、铅（以 Pb 计）、黄曲霉毒素 B1（以玉米

为原料的产品检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2019 年 3 月 26

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案）》。草案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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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政府监管职责和问责措施，依法按程序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及其法定

代表人等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并完善了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等制度。 

食品国家抽检任务有助于促进中国膨化食品加工与销售市场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案）》明确了经营者的责任与问责措施，加大了处罚力度，明确责

任到相关责任人，提升了违法代价，促进了膨化食品行业的规范。 

5.2 膨化食品健康化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膨化食品的要求提升，追求口感的同时对于

健康与营养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膨化食品主要原料为薯类、谷类与豆类农作物，主要成分为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具有较高的膳食纤维，膨化食品原料经膨化后，其中的淀粉被糊化，

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水化率提高，水溶性物质不断增加，有利于肠胃消化酶的深入，更容

易被人体吸收。然而膨化食品由于其高热量、高油脂特性被消费者所诟病，膨化食品企业通

过改善其油炸工序将食品含油量降低，膨化食品油脂含量与其能量控制密切相关，膨化食品

企业在进行油炸加工前需要预先将膨化食品原料干燥以减少油炸时间，通过高温下油炸，可

以缩短油炸时间，进而减少膨化食品原料的吸油量。越来越多的膨化食品企业将加工方式由

“油炸膨化”转为“挤压膨化”、“真空膨化”等加工工艺，加工原理主要为膨化食品原料受

到挤压或压差压力后使组织疏松、体积膨胀，油炸型膨化食品加工技术约 2008 年起陆续被

低油脂油炸加工技术与全膨化非油炸食品加工技术取代。膨化食品加工技术的更新改善了膨

化食品高热量、高油脂的特性。 

为消除消费者食膨化食品有害的印象，膨化食品商家通过改良膨化食品原料，例如使用

多种类复合膨化食品原料，打造健康、多营养型膨化食品；膨化食品商家通过无转基因的食

品原料，打造健康的膨化食品。膨化食品商家通过改善膨化食品原料，使膨化食品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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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助于改善消费者对于膨化食品有害的印象，促进膨化食品行业发展。 

5.3 膨化食品个性化与多元化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膨化食品口味发展趋向多元化，食品包装发展

趋向个性化发展趋势。为了迎合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膨化食品商家将消费者需求细分

为“热点话题”与“健康食品”等。通过把握市场热点话题，膨化食品企业逐渐推出主题为

“社会人”、“单身狗”与“直男”等符合青年时尚潮流热点话题的膨化食品。一些膨化食品

商家通过混合膨化食品原料，打造新型健康口味膨化食品，通过原料创新打开市场，比如

2017 年 9 月旺旺集团旗下“浪味仙”推出了“署米片”膨化食品，通过以马铃薯与大米作

为原材料，采用非油榨工艺制作，使其产品具有薯片的香脆与大米的营养元素，脂肪含量为

油炸薯片的四分之一，通过口味创新与健康化打开市场；2018 年，好丽友推出“混搭脆”，

原料采用白扁豆、藜麦、玉米、燕麦、黑芝麻、黑豆、糙米等谷物混搭配比，“混搭脆”试

图通过健康原料混搭开创新口感增加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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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竞争格局 

6.1 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膨化食品行业如今处于市场饱和、激烈竞争阶段，寡头效应明显。中国膨化食品市

场规模在 2015 年达到 204.3 亿元之后逐年减少， 2018 年膨化食品市场规模为 167.9 亿

元。中国膨化食品行业超过 80%的市场份额被全国性大型膨化企业所占有，约 20%为区域

性小型膨化企业。中国膨化食品市场份额中上好佳占据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好丽友与乐

事各占据接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其他为区域性小型膨化食品企业如浙江小王子、广东裕

生与天津凯涛奇等。 

全国性大型膨化食品企业具有寡头优势。全国性大型膨化食品企业例如上好佳、好丽友

与乐事，具有进入中国膨化食品行业时间长、产业规模大与消费者数据全面等特点。进入中

国膨化食品行业时间长使全国性大型膨化食品公司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了解消费者需求。 

产业规模效应使全国性大型膨化食品企业边际成本下降，并提升了大型膨化食品公司膨

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有利于市场份额的提升，形成良性循环；全国性大型膨化食品企业产

品市场覆盖面广，具有充分的消费者一手数据，促使全国性大型膨化食品企业能够进行相对

全面、客观的市场调研，更好的把握消费者消费趋势。 

区域性小型膨化食品企业由于不具备足够形成规模经济的市场份额，难以做到以规模经

济降低边际成本，产品价格不具备竞争优势；区域性小型膨化食品企业由于其消费者来自区

域市场，消费者分析具有区域性特点，无法针对全中国消费者进行客观分析，阻碍区域性小

型膨化食品企业把握消费者消费趋势、提升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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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膨化食品企业分析 

6.2.1 浙江小王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小王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小王子食品）成立于 1998 年 4 月 10 日，总部

位于浙江杭州，拥有 2000 多名员工。小王子食品主营业务为方便面、粮食及制品、饼干、

中式糕点、非酒精饮料、膨化食品、糖果、果冻、腌制干制蔬菜、饲料、植物蛋白肉、非发

酵性豆制品生产、食用菌制品等。小王子膨化产品主要包括“小王子”、“董小姐”与“坚强

的土豆”牌鲜米饼、香雪饼、薯片、聪明棒、麦烧、薯条、蛋黄派、鲜贝酥、饼干、冰道、

谷餐肉等系列产品，销往中国 25 个省市，部分产品出口新西兰、美国、希腊、南韩、澳大

利亚、荷兰等十余个国家。 

竞争优势 

 把握市场趋势 

随着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升，消费不断升级，消费者的饮食消费观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

变，消费者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愉悦感和认同感。2013 年与 2016 年小王子食品

推出了人格化产品“董小姐”和“坚强的土豆”薯片，通过在小王子产品当中植入情感诉求

与文化元素，满足年轻一代娱乐、社交、时尚的精神需求。2016 年，小王子食品实行文化

营销，投资拍摄了 52 集动画片《小王子与土豆仔》，通过构造文化内涵，构建独特的品牌形

象和企业文化。 

 品牌口碑与市场表现 

1997 年小王子食品首创“二级螺旋挤压预熟化方法”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并以此

推出膨化米制品，如“鲜米饼”，打破行业垄断，获得市场认可。小王子食品产品从 2000 年

起至今获得“浙江省著名商标”与“浙江省名牌产品”。小王子食品 2004 年通过“食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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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良好操作规范（GMP）”认证，2005 年通过“食品安全（HACCP）”认证；2009 年小王

子食品通过首先推出透明包装系列复合油炸薯片，以差异化营销获得市场认可；2012 年，

小王子食品推出非油炸薯片，打破行业垄断。中国国家发明专利代表小王子食品的创新发展

能力，获得的荣誉代表行业对小王子食品产品质量的认可。 

6.2.2 广东裕生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裕生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简称：裕生食品），总部位于广东省汕头

经济特区，占地 4000 余平方米，厂房面积 10,000 平方米，裕生食品膨化产品包含鱼片、

虾片、龙虾片、芝士球、玉米片、五谷片、薯片、单层玉米脆、双层玉米脆、玉米圈、玉米

球及各种玉米类、马铃薯类半成品。裕生食品产品不仅在中国销售，并且远销美洲、欧洲、

大洋洲、非洲等 100 多个国家。 

竞争优势 

 优秀的生产管理理念 

裕生食品生产线为美国 Heat & Control 油炸线与意大利 PAVAN 复合薯片生产线，原

辅材料来自于新加坡、日本、美国。裕生食品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专利证书、

商标和 HALAL 清真证书，裕生食品通过了 BRC（英国零售商协会）认证、HACCP 食品安

全体系认证与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裕生食品奉行“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

以产品质量为主要核心，客户需求为发展指导方向。 

 把握市场趋势 

裕生食品紧随市场潮流、把握市场趋势，通过年轻人以“社会人”自居的潮流，推出“奇

奇社会人”产品，与消费者站在同一战线。“奇奇社会人”产品包装迎合“社会人”主题，

通过向可爱的卡通形象配以墨镜、大金链等，形成反差萌，契合当代年轻人追求自我、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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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潮流。裕生食品通过推出多种“奇奇社会人”特色口味虾片，把握不同口味偏好的消

费者，同时与市场中同类产品区分开来，比如“奇奇社会人”虾片的咸蛋黄味，不同于市场

中同类产品的海盐或醇咸的微咸，口感如同真的咸蛋黄。而虾片本身含有 30%虾肉含量，

口感充实、虾味十足。通过把握市场趋势，裕生食品推出特定符合年轻人潮流的产品，与市

场中同类口味产品区分开来。 

6.2.3 天津凯涛奇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凯涛奇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凯涛奇食品）成立于 2002 年 04 月 26 日，总部位

于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拥有员工 1500 余名与五个分厂，总占地面积 46000 平方米，生

产线 22 条。凯涛奇食品主营业务包括制造和研发膨化食品、糕点、饼干、薯片等。天津凯

涛奇膨化产品包括“父母情深”、“乐吧薯片”、“乐吧约定饼干”、“乐吧蛋糕”等系列产品。 

竞争优势 

 品牌影响力 

凯涛奇食品 2008 年获得“价格诚信单位”称号，2009 年获得“天津市食品安全优秀

企业”，2010 年被天津电视台卫视频道授予“2010 年行业地标”奖，2007 至 2012 年被天

津市食品工业学会评为“天津市食品安全优秀企业”，2012 年与 2013 年获得“天津市食品

工业 50 强企业”，2013 年获得天津市武清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三

级企业（工贸范围）”，2014 年获得“天津市食品安全示范企业”、“推动天津市工业技术进

步成就奖”与“天津市著名商标”。凯涛奇食品获得的荣誉代表市场与行业对凯涛奇食品品

牌与产品品质的认同，优秀的品牌、产品品质与市场曝光使凯涛奇食品的产品在消费者心中

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优秀的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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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凯涛奇食品有限公司价值核心为“以爱为本，正义包容”，企业指导思想为“以文化核

心为根本、以企业精神为核心、以企业发展之目的为目标、牢记发展方针、捍卫宗旨、忠于

誓言、崇尚价值、坚守定位、坚持负责、公平公正、真正全面的落实好目标要求”，企业发

展方针为“安全是天，创新发展，稳健前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为“诚信、谦和、前瞻，

以质量求生存，向管理要效益，靠创新求发展”，产品品质理念为“安全美味安全，精益求

精，共铸非凡产品力”，企业内部实行“八互”准则，具体为“互敬、互爱、互学、互助、

互让、互谅、互慰、互勉”。企业价值展现了凯涛奇食品管理者的素养，安全为上的发展方

针使消费者放心消费，积极与明确的企业价值使凯涛奇食品在市场中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

将凯涛奇食品与市场上其他膨化食品区分开来。 

http://ipoip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