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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口香糖是以天然橡胶、丁苯橡胶、碳酸钙、甘油树脂
或天然树胶为胶体的基础，加入薄荷、香料、抗氧化
剂、糖浆、乳化剂和甜味剂等调和压制而成的一种
供人们放入口中嚼咬的糖。口香糖产品为随机型消
费品，受到互联网行业的影响，口香糖行业市场规
模持续下降。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118.4 亿元下降至 2018 年的 101.4 亿元，年复合增
长率为-3.8%。 

热点一：口香糖健康属性 

热点三：中国网民平均周上网时长增长 

木糖醇等无糖口香糖由于不含蔗糖，咀嚼口香糖可减少
唾液酸度，促进牙釉质再矿化，有助于预防蛀牙。咀嚼
口香糖可改善脸部血液循环、促进脸部肌肉运动、提高
皮肤细胞的代谢活动，有助于促进脸部健康。咀嚼口香
糖有助于病人肠道恢复，可作为开腹手术后促进胃肠动
力恢复的辅助性治疗方法。咀嚼口香糖可使人减轻内心
的压力。当嘴部咀嚼食物并进行吞咽的时候可转移人对
焦虑和紧张感的注意。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消费者由
于口香糖的健康属性将提升消费者对于口香糖的购买。

热点二：可降解材料促进口香改革 

口香糖由于胶基残渣具有难以降解、污染环境和传播病
毒等弊端广受诟病，清除口香糖胶基需耗费大量人力财
力。市场中诸多专利可帮助口香糖生产企业研发可降解
口香糖胶基，如专利 CN1517029A、专利 US2006240143
（A1）和专利 CN1736237A。 

消费者对口香糖的购买通常为随机性购买，消费者在超
市购物时上电梯或排队结账的过程中，可能因为无聊而
购买口香糖。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中国
网民平均上网时长的增长对口香糖产品的销量产生不利
影响。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由 2014 年的 26.1 小
时增长至 2018 年的 27.6 小时。互联网占据了消费者大
量的时间，消费者上网时间增长导致消费者在搭乘电梯
与排队结账时注意力集中在手机而非周边货架，口香糖
等商品难以引起消费者注意力，销量难以提高。 

 

孟树远       

邮箱：cs@leadleo.com
 

分析师 

行业走势图 

相关热点报告 

 食品饮料系列概览——2020
年中国饮料酒行业概览 

 食品饮料系列概览——2019
年中国团餐行业研究报告 

 休闲服务系列深度研究——
2019 年中国素食餐厅行业研
概览 

http://ipoipo.cn/


http://ipoipo.cn/


 

2                                                                       报告编号[19RI0591] 

目录 

1  方法论 ............................................................................................................................................ 5 

1.1  研究方法 ........................................................................................................................... 5 

1.2  名词解释 ........................................................................................................................... 6 

2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综述 ........................................................................................................... 9 

2.1  口香糖定义及分类 ........................................................................................................... 9 

2.2  中国口香糖行业发展历程 ............................................................................................ 10 

2.3  中国口香糖行业产业链 ................................................................................................ 11 

2.3.1  上游分析 ............................................................................................................. 12 

2.3.2  中游分析 ............................................................................................................. 14 

2.3.3  下游分析 ............................................................................................................. 14 

2.4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 ............................................................................................ 16 

3  中国口香糖行业驱动与制约因素 ............................................................................................ 17 

3.1  驱动因素 ......................................................................................................................... 17 

3.1.1  口香糖对健康有益 ............................................................................................ 17 

3.1.2  口香糖胶基可降解材料的研发 ....................................................................... 20 

3.2  制约因素 ......................................................................................................................... 21 

3.2.1  中国网民平均周上网时长增长 ....................................................................... 21 

3.2.2  移动支付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 22 

4  中国口香糖行业政策及监管分析 ............................................................................................ 23 

5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趋势 ......................................................................................................... 24 

5.1  口香糖产品向多功能化发展 ........................................................................................ 24 

http://ipoipo.cn/


mWgVpYfYjXaXlW6M9R7NtRqQtRqQjMoPoOlOnMoQ7NqRrNNZnPuMMYpPzQ

 

3                                                                       报告编号[19RI0591] 

5.2  口香糖企业营销模式趋向于市场热点 ....................................................................... 25 

6  中国口香糖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 26 

6.1  中国口香糖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 26 

6.2  中国口香糖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 27 

6.2.1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 27 

6.2.2  福建久久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 30 

6.2.3  福建美乐食品厂 ................................................................................................ 32 

 

  

http://ipoipo.cn/


 

4                                                                       报告编号[19RI0591] 

图表目录 

图 2-1 口香糖分类 ................................................................................................................... 10 

图 2-2 中国口香糖行业发展历程 .......................................................................................... 10 

图 2-3 中国口香糖行业产业链 ............................................................................................... 12 

图 2-4 口香糖生产流程 ........................................................................................................... 14 

图 2-5 口香糖经销商 ............................................................................................................... 15 

图 2-6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2014-2023 年预测 .................................................. 17 

图 3-1 口香糖健康属性 ........................................................................................................... 18 

图 3-2 口香糖可降解胶基相关研发专利 ............................................................................. 20 

图 3-3 中国网民平均周上网时长，2014-2018 年 ........................................................... 22 

图 3-4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2013-2017 年 ...................................................... 23 

图 4-1 口香糖行业政策 ........................................................................................................... 24 

图 5-1 口香糖附加功能 ........................................................................................................... 25 

图 5-2 口香糖营销 ................................................................................................................... 26 

图 6-1 口香糖行业竞争格局 ................................................................................................... 27 

图 6-2 福建雅客产品 ............................................................................................................... 29 

图 6-3 福建久久王商业模式 ................................................................................................... 31 

图 6-4 福建美乐产品 ............................................................................................................... 33 

 

  

http://ipoipo.cn/


 

5                                                                       报告编号[19RI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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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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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 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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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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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冲动消费：顾客在外界因素促发下所进行的事先没有计划或者意识的购买行为。 

 食用香精：由多种香料调配出来的、具有一定香气的、可直接用于食品加香的混合物。 

 卵磷脂：又称为蛋黄素，被誉为与维生素和蛋白质并列的“第三营养素”，主要构成为

磷脂酰胆碱和不饱和脂肪酸。 

 木糖醇：原产于芬兰，是从玉米芯、橡树、甘蔗渣和白桦树等植物原料中提取出来的一

种天然甜味剂。 

 夫妻店：夫妻两人共同经营的小商店。 

 KA：Key Account，中文意为“重要客户”，对于企业来说 KA 客户就是营业面积、

客流量和发展潜力等方面都处于优势的大终端，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佰宜万购

等。 

 乳化剂：由油相和水相组成，能够改善乳浊液中各种构成相之间的表面张力，使之形成

均匀稳定的分散体系或乳浊液的物质。乳化剂是表面活性物质，分子中同时具有亲水基

和亲油基，聚集在油或水界面上可降低界面张力和减少形成乳状液所需要的能量，从而

提高乳状液的能量。 

 微晶蜡：以 C31-70 的支链饱和烃为主，含少量的环状、直链烃。微晶蜡为白色无定形

非晶状固体蜡，无臭无味，不溶于乙醇，略溶于热乙醇，可溶于乙醚、苯、氯仿等，可

与各种热脂肪油、植物蜡和矿物蜡互溶。 

 石蜡：又称晶形蜡，是碳原子数约为 18～30 的烃类混合物，主要组分为直链烷烃以及

少量带个别支链的烷烃和带长侧链的单环环烷烃。 

 松香：一种天然树脂，可从多种松树中获得。松香 90%左右的成分为树脂酸，分子式

为 C19H29 COOH，分子量为 302.46。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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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油酯：通常指由脂肪酸和甘油经酯化所生成的酯类，甘油酯是中性物质，不溶于水，

可溶于有机溶剂，会发生水解。 

 明胶：又称动物明胶，是由动物肌膜、骨骼、皮肤等结缔组织中的胶原部分降解而成为

微带光泽、半透明、白色或淡黄色的粉粒或薄片。明胶属于大分子的亲水胶体，是营养

价值较高的低卡保健食品，可用来制作糖果添加剂、冷冻食品添加剂等。 

 胶基：一种无营养，不溶于水且不消化的易咀嚼性固体，是口香糖及泡泡糖中 基本的

咀嚼物质。 

 酸性物质：能够提供氢质子或者能够接受一个电子对的物质。 

 牙釉质：人体骨质中 坚硬的部分，包绕在牙冠表面，呈半透明状、乳白色，约 2～

2.5mm 厚，质坚而脆。 

 海马体：又名大脑海马、海马区和海马回，海马体位于内侧颞叶和大脑丘脑之间，属于

边缘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长时记忆的存储转换和定向等功能。 

 二氧化钛：粉末状的两性氧化物或白色固体，分子量为 79.9，化学式为 TiO₂。二氧化

钛是一种白色无机颜料，具有无毒、 佳的不透明性、 佳白度和光亮度，被认为是现

今世界上性能 好的一种白色颜料。 

 锐钛矿：二氧化钛的矿物形式之一，产于火成岩及变质岩内的矿脉中，一般还出现于砂

矿床中，呈闪亮、坚硬的正方晶系晶体，并具有不同的颜色。 

 熔融缩聚：又称熔融聚合，是单体的一种聚合方式。熔融缩聚是放热反应，缩聚产物的

分子量和产量逐步增长，因此到达缩聚反应终点的所需时间较长，为避免物料经受长时

间高温氧化，整个缩聚反应过程都需要在减压和氮气保护下进行。 

 己内酯：无色至淡黄色液体，带有一种草本的的气味，由环氧乙烷与钠代丙二酸酯反应

而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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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交酯：一种化学物质，分子式为 C4H4O4。纯净的乙交酯是白色片状晶体,不纯的乙交

酯呈淡黄色，其熔点为 84°C。 

 开环聚合：环状化合物单体经过开环加成转变为线型聚合物的反应。 

 聚合物：由许多相同的、简单的结构单元通过共价键重复连接而成的高分子量化合物。 

 可降解物：在一段时间内，在动力学和热力学意义上均可降解的物质。 

 黄酮：两个具有酚羟基的苯环（A-与 B-环）通过中央三碳原子相互连结而成的一系列

化合物，其基本母核为 2-苯基色原酮。 

 亚麻酸：LNA，属 ω-3 系列多烯脂肪酸，属于全顺式 9、12、15 十八碳三烯酸。亚麻

酸以甘油酯的形式存在于深绿色植物中，是构成人体组织细胞的主要成分，在体内能合

成、代谢，转化为机体必需的生命活性因子 EPA 和 DHA。 

 磷脂：也称磷脂类、磷脂质，是指含有磷酸的脂类，属于复合脂。 

 牙菌斑：牙菌斑是基质包裹的互相粘附、或粘附于牙面、牙间或修复体表面的软而未矿

化的细菌性群体，为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一种细菌性生物膜。 

 四氯化碳：化学式为 CCl4，是一种无色有毒液体，能溶解脂肪、油漆等多种物质，易挥

发，具有氯仿的微甜气味。 

 α脑波：脑电波的基本波形之一，频率为 8~13 赫兹，振幅为 20~100 微伏。α脑波被

认为是连接意识和潜意识的桥梁，是仅有的有效进入潜意识的途径，能够促进灵感的产

生，加速信息收集，增强记忆力，是促进学习与思考的 佳脑波。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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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综述 

2.1 口香糖定义及分类 

口香糖是以丁苯橡胶、碳酸钙、甘油树脂或天然树胶为基础胶体，加入薄荷、香料、抗

氧化剂、糖浆、乳化剂和甜味剂等添加剂调和压制而成的一种供人们放入口中嚼咬的糖果。 

口香糖可按照功能和吹泡泡性划分（见图 2-1）。以功能为分类标准，口香糖可分为无

糖口香糖、不粘牙口香糖和保健口香糖：（1）无糖口香糖为使用木糖醇作为甜味剂生产的口

香糖；（2）不粘牙口香糖为采用特殊配方的胶基生产的口香糖，在咀嚼时不易粘牙；（3）保

健口香糖为具有保健成分并符合医药生产 GMP 级别工厂生产的口香糖。 

以吹泡泡性为分类标准，口香糖可分为普通口香糖和泡泡糖：（1）普通口香糖主要功能

以清新口气为主，具有低吹泡泡性；（2）泡泡糖为特制用于吹泡泡的口香糖，可通过口腔呼

气将口香糖体吹成泡泡，其泡泡糖的粘性比普通一般口香糖要高。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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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口香糖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口香糖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口香糖行业自 1970 年开始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市场缩减阶段

（见图 2-2）。 

图 2-2 中国口香糖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萌芽阶段（1970-1988 年）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口香糖行业的主要商家为夫妻店，售卖商品多为以蔗糖和糯米

为原材料生产的自制口香糖。这一阶段的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分散，口香糖产品销售区

域小，通常仅可覆盖店铺周边社区，尚未形成具有规模的口香糖生产公司及口香糖品牌，口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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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糖行业标准及监管政策仍处于空白状态。 

（2）高速发展阶段（1989-2013 年） 

自 1989 年起，箭牌口香糖有限公司、不凡帝糖果有限公司、范梅勒糖果有限公司等外

资口香糖公司纷纷进入中国。1993 年起，中国本土口香糖公司也相继成立并推出口香糖产

品，如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等。各企业相继推出口香糖产品如益达、绿箭、雅客、曼妥思

和雅客等口香糖和泡泡糖，中国口香糖市场迅速发展，2012 年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已

超过 120 亿元。 

（3）市场缩减阶段（2014 年至今） 

2014 年起，由于互联网与移动支付的兴起，口香糖作为随机型消费品其发展受到了制

约。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中国消费者的购物习惯逐渐向线上转移，线下购物率大幅降低。口

香糖的主要销售渠道为各大商超收银台前的货架，作为消费者排队等候时消费的主要产品，

由于线下超市购买人数的减少与移动支付带来的结账效率提升，导致消费者购买口香糖的随

机性降低。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118.4 亿元下降至 2018 年的 101.4 亿

元。 

2.3 中国口香糖行业产业链 

中国口香糖行业产业链上游参与主体为原材料供应商与口香糖设备供应商。中游为口香

糖加工生产商，下游主要涉及分销渠道和消费者（见图 2-3）。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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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口香糖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3.1 上游分析 

中国口香糖行业产业链上游参与主体之一为口香糖原材料供应商。口香糖原材料供应商

即为口香糖产品生产、制作提供必须原材料的商家。口香糖生产设备供应商为口香糖产品生

产、制作提供机器的商家。口香糖的组成成分为约 25%的胶基和约 75%的添加剂： 

胶基 

口香糖胶基主要由橡胶组成，包括明胶、枇杷、天然橡胶或合成橡胶等。胶基是口香糖

产品的核心组成部分，胶基配方是口香糖生产企业的商业机密，成本约占口香糖整体成本的

四分之一。天然橡胶具有口感舒适和咀嚼性强等特点，通常大型口香糖生产企业使用天然橡

胶制作口香糖胶基。而合成橡胶具有价格低廉等特点，中小型口香糖生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

会使用合成橡胶制作口香糖胶基。 

添加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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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香糖添加剂主要为酯类、蜡、乳化剂、糖、抗氧化剂和食用香精：（1）酯类具有增强

口香糖浓度和粘合度的效果，通常由松香和甘油酯组成；（2）蜡在口香糖胶基中具有软化作

用，通常由微晶蜡和石蜡组成；（3）乳化剂的主要成分为卵磷脂，能够在口香糖制作时稳定

口香糖半成品不分层，起到亲和粘结各种胶基成分的作用；（4）糖能够增加口香糖产品的甜

度，而无糖口香糖的甜度则来自于木糖醇；（5）抗氧化剂可保护口香糖产品不被氧化和提升

口香糖产品的保质期，其主要成分为卵磷脂；（6）口香糖食用香精具有香气浓、耐高温和留

香持久等特点，可使口香糖产品长久留香。 

由于酯类、蜡、乳化剂、糖、抗氧化剂和食用香精等添加剂供应商众多且价格普遍稳定，

此类供应商议价能力弱。 

口香糖加工设备 

口香糖加工设备主要有搅拌机、挤出机、滚筒压延机、冷却机、切断机、老化机和包装

机。口香糖生产加工流程为：（1）口香糖胶基在烘箱中进行高温熔化后在搅拌机内加入添加

剂进行翻转搅拌均匀；（2）口香糖坯料通过挤出机将搅拌均匀制作成片状或条状的口香糖糖

胶；（3）片状或条状的口香糖糖胶通过滚筒压延机将口香糖压成宽而薄的片状口香糖糖胶；

（4）宽而薄的口香糖糖胶放入冷却机进行降温和定型；（5）经过定型后的口香糖糖胶通过

切断机进行压花和分切；（6）经过分切后的口香糖糖胶放入老化机内将口香糖表面进行干

燥、发硬，并确保口香糖成品到了货架之后保持 佳的新鲜度；（7）经过老化的口香糖糖胶

通过包装机进行内外包装（图 2-4）。由于口香糖生产设备仅为口香糖生产企业在建立口香

糖生产线时购买的设备，设备周期长达数年且科技程度低，口香糖加工设备供应商议价能力

弱。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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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口香糖生产流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3.2 中游分析 

中游环节口香糖加工生产商的生产模式可分为自建生产体系与寻求外部合作生产商两

种类型。自建生产体系模式具有管理成本低廉与毛利率高等优势和建设成本高与灵活性低等

劣势。外部合作生产模式具有灵活度高和毛利率低等优势和管理成本高与配方保密性差等劣

势。 

口香糖加工生产商可通过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1）当口香糖企业产品生产配

方保密度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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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选

择自建生产线；（2）当口香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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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选择寻求外部合作生产商生产。 

2.3.3 下游分析 

口香糖行业产业链下游环节涉及分销渠道和消费者。 

分销渠道 

口香糖行业的分销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渠道：（1）线上渠道为天猫和京东等网络营销平

台。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随着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逐渐由线下向线上转变，口香糖产品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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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购买率由 2014 年的 20%增长至 2018 年的 40%；（2）线下渠道分为 KA 渠道和经销商：

①KA 渠道为大型商超，如家乐福等。KA 渠道销售利润率约为 30%，口香糖商家对于 KA

渠道销量无要求；②口香糖经销商分为 1 至 4 级，1 级经销商负责省级区域销售，销售利润

率约为 35%，口香糖年销售额要求约为 3,000 万元。2 级经销商负责市级区域销售，销售

利润率约为 30%，口香糖年销售额要求约为 1,000 万元。3 级经销商负责区级区域销售，

销售利润率约为 25%至 26%，口香糖年销售额要求约为 500 万元。4 级经销商负责社区级

区域销售，销售利润率约为 20%，口香糖年销售额要求约为 100 万元（见图 2-5）。 

图 2-5 口香糖经销商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拥有超过十年大型口香糖企业工作经验的专家指出口香糖 KA 分销渠道由于为各大口

香糖品牌产品的宣传窗口，议价能力强。1、2 级口香糖经销商由于负责销售能力普遍较强

和管理的区域广泛，为口香糖生产企业主要依赖的销售方，1、2 级口香糖经销商议价能力

强。3、4 级口香糖经销商由于销售区域较小、销售量较少且受到 1、2 级口香糖经销商的管

理，议价能力较弱。 

消费者 

口香糖消费者约为 15 至 35 岁人群，其中男性偏于向口气清新的薄荷味口香糖，女性

偏向于糖果口味的口香糖，香糖消费者主要购买口香糖的渠道为线下商超便利店。近年来受

到消费升级的影响，消费者购买零食的消费倾向逐渐转向更加健康的坚果类零食，口香糖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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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附加营养价值的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竞争力下降。受到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兴起的影

响，消费者对于口香糖产品的购买随机性被互联网所替代，消费者排队时间由于移动支付大

大缩减，口香糖作为在消费者排队期间由于无聊和等待时间过长而产生的随机型消费品受到

了制约。 

2.4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线上消费渗透率不断增长，消费者在线下商超便利店的消费频

率降低。口香糖作为随机型消费品由于主要消费场景在商超便利店，销量随着消费者在商超

便利店购物的频率下降而下降，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持续下降。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118.4 亿元下降至 2018 年的 101.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8%。 

未来，随着新型口香糖产品的研发，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下降速度将减缓，但整体

下降趋势保持不变。2018 年以后的中国口香糖行业规模发展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1）新功能口香糖产品的开发。随着口香糖新功能的开发，如戒烟功能等，消费者对

口香糖产品的需求将提升； 

（2）可降解胶基口香糖的生产，将消除口香糖对环境的污染，改善消费者对口香糖产

品的印象。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将由 2018 年的 101.4 亿元下降至 2023 年的 86.3 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为-3.2%（见图 2-6）。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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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规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 中国口香糖行业驱动与制约因素 

3.1 驱动因素 

3.1.1 口香糖对健康有益 

口香糖具有清洁口腔、促进脸部健康、防止便秘和减压等益处（见图 3-1）： 

（1）可预防龋齿和蛀牙。木糖醇等无糖口香糖由于不含蔗糖，咀嚼后可增加唾液流量，

且由于口香糖的作用，唾液中的细菌无法代谢酸性物质。因此，咀嚼口香糖可减少唾液酸度，

促进牙釉质再矿化，有助于预防蛀牙； 

（2）可改善脸部血液循环、促进脸部肌肉运动、提高皮肤细胞的代谢活动，有助于促

进脸部健康； 

（3）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尤其对于进行过开腹手术的病人。由于开腹手术会使病人

肠道功能减弱，导致便秘，咀嚼口香糖有助于病人肠道恢复，可作为开腹手术后促进胃肠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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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恢复的辅助性治疗方法； 

（4）咀嚼口香糖可使人减轻内心的压力。当嘴部咀嚼食物并进行吞咽的时候可转移人

对焦虑和紧张感的注意。2008 年 8 月，东京“第十届国际行为医学学术大会”上发布的

新心理学研究表明，咀嚼口香糖能提高人体警觉度达 18.7%、减轻压力感达 13.3%、减轻

焦虑情绪达 16.5%。在同时进行多项工作任务时，咀嚼口香糖能帮助人们提高工作表现达

109%。诺森比亚大学 Andrew Scholey 博士的研究表明咀嚼口香糖的被试者表现出更低的

压力感与焦虑水品、更高的警觉度，唾液中反映机体压力状况皮质醇水平也有所降低。 

口香糖的这些益处提升了消费者对于口香糖的认知，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消费者将根

据其健康属性购买口香糖产品。 

图 3-1 口香糖健康属性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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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口香糖胶基可降解材料的研发 

口香糖由于胶基残渣具有难以降解、污染环境和传播病毒等弊端广受诟病，清除口香糖

胶基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为解决这一痛点，市场中诸多专利可帮助口香糖生产企业研发可

降解口香糖胶基：  

（1）专利 CN1517029A 通过将魔芋粉、湿面筋和活性面筋粉等材料制成一种食用可

消化、且残余胶基遇水或见光后可降解的食用胶质； 

（2）专利 US2006240143（A1）通过使用如已内酯、环丙烷碳酸酯、乙交酯和丙交脂

等环酯单体开环聚合制备而成的可生物降解酯，可被用作口香糖胶基； 

（3）专利 CN1736237A 以乳酸为原料通过熔融缩聚合成口香糖胶基，有降解速度快

的特点。 

可降解胶基口香糖由于残渣可自动消除更具环保优势，有助于改善口香糖在消费者心中

污染环境的形象。口香糖生产企业可根据以上专利对口香糖胶基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和改良，

开发出更加环保的口香糖胶基，增加口香糖的环保程度，提升消费者对口香糖的接受度，促

进口香糖行业发展。 

图 3-2 口香糖可降解胶基相关研发专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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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2 制约因素 

3.2.1 中国网民平均周上网时长增长 

口香糖并非生活必须品，通常不在消费者的购买清单中。消费者购买口香糖多属于随机

消费行为，因此商家通常将口香糖产品放置于手扶电梯的中间货架或者商超便利店收银台周

边以方便消费者在搭乘电梯或排队结账的等待过程中进行购买。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中国网民平均上网时长的增长对口香糖产品的销量产生不利

影响。据 CNNIC 统计，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由 2014 年的 26.1 小时增长至 2018 年

的 27.6 小时（见图 3-3）。互联网占据了消费者大量的时间，消费者上网时间增长导致消费

者在搭乘电梯与排队结账时注意力集中在手机而非周边货架，口香糖等商品难以引起消费者

注意力，销量难以提高。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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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中国网民平均周上网时长，2014-2018 年 

 
来源：CNNIC，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2.2 移动支付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2019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2018 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指出 2018 年，

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1,751.9 亿笔，金额 2,539.7 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

业务 570.1 亿笔，金额 2,126.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4%和 2.5%。移动支付业务 605.3

亿笔，金额 277.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1.2%和 36.7%。移动支付的兴起改变了线下实

体商超便利店柜台的收银场景，解放了收银员的生产力，提升了柜台收银速度，减少了消费

者排队等待的时间，在降低消费者随机消费的可能性的同时，移动支付取代了消费者曾经以

口香糖代替零钱找零的场景。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由 2013 年的 18,636

亿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71,751 亿元（见图 3-4）。中国居民进行网络购物数量与金额的提

升降低了消费者在线下实体商超便利店的购物次数，且中国居民进行网络购物时难以接触到

类似口香糖产品的随机型消费品，降低了口香糖的销量。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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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2013-2017 年 

  

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4 中国口香糖行业政策及监管分析 

中国政府尚未发布针对口香糖行业的监管或支持政策，口香糖行业生产销售主要遵循

《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修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修正）》（见图 4-1）。 

2013 年 10 月，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国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修正）》，明确了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中国对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争议的解决方式等，维护了消费者权益，对包含口香糖在内的中国产品

做出了约束。 

2018 年 12 月，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修正）》，对加工、制造和用于销售的产品质量监督、生产者、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损害赔偿和罚则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促进包含口香糖在内的

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 

2018 年 12 月，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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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修正）》，对食品安全、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检验、食品进出口、

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食品安全领域做出了定义和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修正）》在整个食品加工、生产、经营和检验领域对食品行业做出了

规范，促进包含口香糖在内的食品行业规范发展。 

图 4-1 口香糖行业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趋势 

5.1 口香糖产品向多功能化发展 

口香糖经过多年发展，单纯清新口气的功能已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口香糖生产企

业可通过购买以下专利逐渐将口香糖赋予更多积极意义： 

（1）专利 CN1739798（A）通过采用玉米粉作为胶基的主要原料，加入羹藤酸、木糖

醇、γ－亚麻酸和山楂脂肪酶等元素创造出具有美容、养眼和瘦身功效为一体的口香糖； 

（2）专利 CN00124221.0 通过将口香糖中加入一定量的磷脂、钙粉和维生素 D，创造

出一种不仅能够锻炼面部肌肉、清洁口腔，同时还可达到清楚牙垢、牙菌斑和补钙等作用的

口香糖； 

（3）日本乐天推出一种能够提升记忆力的口香糖，该口香糖中含有银杏叶萜内酯 4.8

毫克和银杏叶黄酮配糖 19.2 毫克，具有 9 枚薄片装和 12 枚颗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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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报告编号[19RI0591] 

未来口香糖生产企业可通过收购专利或自主研发为口香糖产品赋予新的功能，包含美

容、瘦身、补钙和增强记忆等。 

图 5-1 口香糖附加功能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2 口香糖企业营销模式趋向于市场热点 

中国口香糖企业针对市场疲软进行了针对年轻人消费潮流的市场营销工作。口香糖企业

通过了解当下年轻消费者的个性、喜好和文化，做出针对当下年轻消费者的热点营销，推出

符合当下时尚潮流的口香糖产品。 

炫迈口香糖与 2019 年 7 月在上海举办了多米诺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完成了由

7,046 盒炫迈口香糖组成的多米诺骨牌挑战，创造了“以多米诺形式推倒 多盒装口香糖”

的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外，炫迈曾邀请过李易峰、华晨宇和郭采洁等明星作为起口香糖

大使，益达曾邀请彭于晏、林依晨、桂纶镁、郭碧婷和余奕豪等明星作为其品牌代言人，通

过明星的偶像效应带动销量。未来，更多口香糖企业将根据当下年轻人所喜好的潮流，通过

发起具有吸引力的活动或邀请当红明星的模式，对其口香糖品牌进行热点营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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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口香糖营销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 中国口香糖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6.1 中国口香糖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中国口香糖行业市场竞争格局为寡头垄断市场格局，口香糖行业主要玩家为大型外资口

香糖公司，其中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约为 80%，主要的外资口香糖企业有箭牌糖果（中国）

有限公司、亿滋（中国）有限公司、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不

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有限公司等。 

大型外资口香糖公司具有口配品牌、强大的资金实力、领先的技术等优势。本土或合资

口香糖企业约占市场份额的 20%，如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福建久久王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浙江司必林糖果有限公司等。本土或合资口香糖企业具有了解中国市场、具备区域资源

等优势（见图 6-1）。 

http://ipoipo.cn/


 

27                                                                       报告编号[19RI0591] 

图 6-1 口香糖行业竞争格局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 中国口香糖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6.2.1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6.2.1.1 企业概况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简称“福建雅客”）成立于 1993 年，总部位于福建省晋江

市。福建雅客具有 2 座工业园区、6 个分工厂、2 个研发中心、1 个跨国实验室、28 个分

公司，福建雅客旗下产品销售至全球五大洲。福建雅客主营业务为糖果制品、果冻、膨化

食品、饮料、饼干、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调味品和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http://ipoipo.cn/


28 报告编号[19RI0591] 

6.2.1.2 主营产品 

福建雅客旗下拥有糖果产品、果冻产品、烘焙产品和长白甘泉四条产品线（见图 6-2）：

（1）糖果产品线具有 84 款产品，包含蓝莓、葡萄、柠檬、草莓、香橙等各种水果口味和奶

糖、牛扎糖、太妃糖、巧克力豆等产品；（2）果冻产品线具有 91 款产品，包含拉丝果冻、

乳酸菌果冻及各种水果味果冻；（3）烘焙产品线具有 12 款产品，包含手撕面包、华夫饼、

肉松饼等产品；（4）长白甘泉产品线包含 350ml、520ml 和 4l 装雅客长白甘泉天然矿泉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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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福建雅客产品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1.3 竞争优势 

（1）与国际同步的质量管理与研发技术 

福建雅客自 2002 年起与德国糖果巧克力顾问公司 D&F 展开合作，并聘请该公司总经

理伊万•法比瑞先生担任公司顾问，引进德国糖果技术。福建雅客引进瑞士、荷兰、意大利

和德国等糖果产地国生产设备，将其生产线更新至国际水平。德国雅客通过了 ISO 

9001:2000、保健食品 GMP 体系、出口卫生标准体系认证、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ISO 14000: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和、ISO 9012 测量

管理体系认证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福建雅客公司与国际同步的质量管理与研发技术代表了

福建雅客公司优质的科研水平与生产制作水平，有助于提升福建雅客公司旗下产品质量。 

（2）积极的营销策略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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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福建雅客公司参与位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第二十届 SIAL China

中食展”，2018 年 1 月福建雅客公司开展“第三节雅客甜蜜特卖会”，2017 年 11 月福建雅

客开展“甜蜜雅客，新年快乐”年货节订货会，2017 年 7 月福建雅客开展“甜蜜雅客，喜

庆中国”全系列产品订货会，2017 年 4 月雅客长白甘泉成为中国国家帆船队、击剑队和体

操队的赞助商，助力中国奥运国家队。福建雅客积极的营销策略提升了福建雅客的品牌知名

度，提升了福建雅客旗下产品的销售量。 

6.2.2 福建久久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6.2.2.1 企业概况 

福建久久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简称“福建久久王”）成立于 1999 年，总部位于福建

晋江。福建久久王为一家集休闲食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出口为一体的食品公司。截至 2019

年 4 月，福建久久王拥有 31 条产品生产线，年产量约为 12,405.4 吨。截至 2018 年底，福

建久久王拥有 90 名直接分销商，福建久久王收益约为 3.8 亿元，利润为 3,900 万元，2018

年毛利率为 30.1%。 

6.2.2.2 商业模式 

福建久久王商业模式为通过向原材料供应商下订单，购买食用香精、色素、木糖醇、

葡萄糖和白糖等原材料，根据 OEM 客户需求或自有品牌产品需求将原材料加工为成品，

为 OEM 客户提供食品加工服务与销售公司自有产品酷莎、拉拉卜及久久王等品牌产品，

2018 年，福建久久王拥有 33 位 OEM 客户和 125 位自有品牌分销商（见图 6-3）。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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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福建久久王商业模式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2.3 竞争优势 

（1）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与流水线 

福建久久王自 2000 年起全面引入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先后通过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ISO22000 质量管理体系。福建久久王从

英国、丹麦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进 36 条世界级先进的泡泡堂、口香糖、爽口片和木糖醇等

全自动生产线及高级休闲糕点生产设备，以提升产品制作水平与质量。福建久久王引入的国

际先进质量管理体系与生产线代表了福建久久王产品质量。 

（2）企业荣誉与广阔的销售区域  

福建久久王先后获得国家农业部“绿色食品理事会员单位”、“福建名牌产品“、“中国

驰名商标”、“福建省食品行业龙头企业”、“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等众多荣誉称号。福建

久久王产品远销马来西亚、越南、美国、菲律宾、新加坡、英国和南非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福建久久王获得的荣誉与广阔的产品销售区域代表市场对福建久久王产品的认可。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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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福建美乐食品厂 

6.2.3.1 企业概况 

福建美乐食品厂（简称“福建美乐”）成立于 1998 年，工厂位于海峡西岸福州经济圈

福安市。福建美乐主营业务为各类口香糖开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自动化生

产设备，采用进口优质胶基为原料，充分保证产品的品质，目前已拥有“新神剑”、“神剑双

柳”、“神剑清达”、“神剑冠军杯”、“神剑超级杯”和“神剑含木糖醇系列”等多种品牌系列

产品。 

6.2.3.2 主营产品 

福建美乐具有“新神剑”、“神剑双柳”、“神剑清达”、“神剑冠军杯”、“神剑超级杯”和

“神剑含木糖醇系列”等产品（图 6-4）： 

（1）“新神剑”系列包括清凉薄荷味、绿茶薄荷味、柠檬薄荷味和巴西咖啡味口香糖；

（2）“神剑双柳”系列包括薄荷味单片装和五片装口香糖；（3）“神剑清达”系列包括草莓

味、薄荷味、哈密瓜味和西瓜味口香糖；（4）“神剑冠军杯”系列包括浓郁咖啡味、冰爽可

乐味、独爱蓝莓味、水晶葡萄味、日常香橙味、酸甜柠檬味、精灵草莓味、甜蜜水蜜桃、芳

甜菠萝味、愉悦香蕉味、神奇苹果味、超凉薄荷味、爽口西瓜味、甘甜哈密瓜和清香绿茶味

口香糖；（5）“神剑超级杯”系列包括日常香橙味、甜蜜水蜜桃、愉悦香蕉味、精灵草莓味、

神奇苹果味和水晶葡萄味口香糖；（6）“神剑含木糖醇系列”系列包括神奇苹果味、愉悦香

蕉味和冰爽可乐味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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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福建美乐产品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3.3 竞争优势 

（1）齐全的加工生产设备与企业证书 

福建美乐“神剑”口香糖采用有机农场园栽薄荷叶，以进口优质胶基为原料，充分保证

产品的品质。福建美乐采用先进的口香糖成型设备，包括韩国进口口香糖自动包装机、三维

立体包装机，从分切到五片条装进行全自动化包装。福建美乐通过 HACCP 管理体系认证，

获得中国国家食品卫生 A 级企业证书、食品生产加工质量安全承诺企业等证书。福建美乐

采用优质的原材料，高效的生产加工设备，提升了福建美乐产品质量与加工速度。福建美乐

获得的证书代表市场与中国政府对福建美乐产品的认可，促进了福建美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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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安全的生产加工流水线 

福建美乐具有神剑口香糖生产基地，神剑口香糖生产基地生产过程中生产人员需要身穿

洁净工服、佩戴口罩、洗手并消毒、佩戴防过敏手套，并经过洁净风淋室进行多面风淋消毒。

福建美乐加工生产过程中有专门工作人员对加工生产流程进行记录，设备出现问题时会有专

业人员及时解决。福建美乐专业安全的生产加工流水线保证了口香糖的生产质量，提升了福

建美乐口香糖产品的质量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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