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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包装创新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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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乳制品产量增长迅速，乳制品消费量与日俱增，乳制品行业发展迅猛，这给乳制品包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也带动了乳制品包装行业的迅速发展。本文首先对乳制品包装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分析了国内外乳制品包装

的主流创新趋势，最后从乳制品终端制造企业的角度出发浅谈了包装创新如何应用于乳制品企业以及乳制品企业如

何进行包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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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dairy products and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dairy products in China, the dairy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hich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dairy packaging, and also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airy packaging industry.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dairy packaging is described briefly, and the main 
innovation trend of dairy packaging in China and abroad is analyzed. Finally, we conclude with some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how dairy terminal manufacturers promote and utilize packag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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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在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在2010年已经

超过200 kg，而我国的人均消费量为19.3 kg[1]。由于乳制

品质地特殊，因此对包装有着特殊的要求。Conte等[2]以

绵羊干酪包装为例，研究了包装系统环境对食品内部营

养损失的影响。赵艳云等[3]研究了不同包装设计、包装材

料及工艺对虚拟食品系统的影响，强调不同的包装材料具

有不同的机械性能和可重复密封性，这些性能均对食品货

架期有重要影响。在快速消费的大时代背景下，为响应市

场趋势的不断变化，食品包装创新不断推陈出新[4]。乳制

品属于快消品，为了满足品质、保质期、货架陈列和外

观质量等要求，研发人员不断探索各种乳制品包装，作

为乳制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包装影响着乳制品企业的发 

展[5]。乳制品生产企业想要扩大市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高质量的包装是必然选择。通过包装可以宣传产

品、提高产品和企业知名度，提升品牌价值[6]。

“乳制品包装”的概念过于宽泛，其可以有如下几

种区分形式：1）按照包装形式的不同，乳制品包装可以

分为盒包装、杯包装、袋包装和瓶包装；2）按照包装系

统及材料生产厂家的不同，乳制品包装可以分为利乐包和

屋顶包等，随着包装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发展，利乐包已得

到广泛应用[7]；3）按照包装材料的不同，乳制品包装可以

分为纸铝塑复合材料、纸塑复合材料、铝塑复合材料、金

属材料、玻璃材料、塑料共挤膜和塑料容器包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花费的时

间也急剧下降，除了品牌的影响，产品的“第一眼缘”

对于消费者的选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无疑来源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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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消费者对乳制品的“第一眼缘”也来自产品包

装，乳制品包装几乎占了销售成本的40%，因此把握与

分析国内外乳制品包装创新的趋势及方向非常有必要。

本文分析了近几年乳制品包装趋势的发展方向，并从乳

制品生产终端企业角度出发，浅谈了包装创新如何应用

于企业以及乳制品企业如何进行包装创新。

1 乳制品包装创新趋势

包装，尤其是食品包装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包

装的特点[8-10]，乳制品企业及包装材料研发人员需要及时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时刻把握乳制品的市场动态

和走向，洞悉乳制品包装发展趋势，制定基于产品特性

的包装战略[11]，为企业包装创新的储备指明新的方向。

1.1 可持续发展包装

包装创新不能仅考虑创新包装带来的销售额增长，

也需要使包装符合环保要求，紧随可持续发展的大趋

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自然资源匮乏和塑料包装

造成的浪费，如在芬兰进行的一项关于废旧塑料包装废

弃物回收利用潜力的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得到废弃塑料

回收利用的可能性与方法[12]；Wyrwa等[13]针对“消费者

在选购产品时最希望其包装具有哪种特性”进行市场调

查，结果表明，舒适性和耐用性是消费者认为产品包装

最重要的特点，这也符合低碳环保的包装趋势。在我

国，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低碳、环保、绿色包

装概念受到推崇 [14]，越来越多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开始

关注乳制品包装的可持续发展，并为此制定可持续发

展战略。无菌包装现已被广泛应用于乳制品行业，随

着环保理念盛行，各种无菌包装的回收再利用技术正

在被开发 [15]。乳制品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可持

续发展包装创新。

1.1.1 选择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

包装废弃物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并且影响

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有效减少包装污染，开

发绿色包装成为公众及企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新型

绿色包装材料异军突起，除了特定功能性包装材料以外，

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如可食性材料、生物可降解材料

及可回收利用材料等）大放异彩，很多已经被应用于乳制

品包装中，例如，聚-β-羟丁酸（poly-β-hydroxybutyrate，
PHB）、聚羟基脂肪酸酯（polyhydroxyalkanoates，
P H A）和聚乳酸（ p o l y l a c t i c  a c i d，P L A）等材

料 已 有 应 用 于 乳 制 品 热 成 型 容 器 的 先 例 [ 1 6 ] 。 

可口可乐的植物环保瓶（plantbottle）是在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塑料里添加

植物成分制成，此种饮料瓶100%可回收，添加植物成分

的聚酯材料已经开始应用于乳制品包装中。对使用完的

包装进行回收再利用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17]，日本

企业在产品包装的回收再利用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塑

料包装还是纸包装都明确标明了回收标志。

1.1.2 减量、减轻化设计

很多企业在对产品包装进行改良升级的过程中，一

味迎合“高端”包装而导致产品的“过度包装”。“过

度包装”[18]不仅是一种资源浪费，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

种“欺骗”，会严重降低消费者的体验感，并会失去消

费者的信任，对产品或品牌来说都是重大损失。全球牛

乳生产制造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19]，减少能量

消耗是全世界科研工作者努力的方向，而减少牛乳生产

过程中包装的使用无疑是一个可行且值得推行的办法。

企业通过对乳制品包装的减轻、减量设计从源头上减少

原材料的消耗和包装废弃物的产生量。例如，雀巢公司

通过不断优化设计矿泉水瓶，最终将矿泉水瓶的质量减

轻了30%～45%，使原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了千吨以上。

乳制品包装上的减量设计可以从包装材料和印刷等方面

着手。通过简化产品标签或减少印刷颜色来做减量包装

设计，如光明致优全鲜乳的整个包装只使用了黑、白、

红、黄4 种颜色，但是整体设计具有古典、精致、中国风

的优雅感。其他减量、减轻设计可以通过选择机械性能

相同但厚度更小的材料、选择阻隔性能相同但层数更少

的复合材料以及用软包装代替硬质包装等途径实现。

1.2 消费群体细分化

现代产品的包装设计除了要遵循设计的基本原则，

解决包装基本问题之外，还需要明确目标消费人群，

着重于消费群体的细分[20]，从消费者心理出发设计的包

装能够让产品更好地实现其价值[21]。下面分别针对“儿

童”、“男士”和“夜猫族”几个不同群体来分析乳制

品包装。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成分具有特殊性，它在运输和贮

藏环节对包装要求极高，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包装材料必

须对水蒸气和氧气有绝对阻隔能力，现有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包装包括多层共挤塑料罐（含乙烯/乙烯醇共聚物

（ethylene vinyl alcohol copolymer，EVOH）阻隔层）和

多层复合塑料袋（含铝箔阻隔层）等。除了包装材料的

选择具有特殊性外，婴幼儿配方乳粉勺的设计也具有独

特性，如灵活定量取粉勺和“最后一勺”（可以取出乳

粉罐里最后一点乳粉的勺子）[22]等，这些包装设计都是

以婴幼儿群体为出发点，力求为他们提供安全、方便的

产品而特别设计。

设计师在设计产品包装时，为了吸引消费者，需要

有独具匠心的设计方式，拓展包装以外的功能，满足消

费者的情感诉求[23]。由美国FoodBev公司推出的Powerful 
Yogurt（图1），其不论是杯型设计还是标签印刷均体现

了“力量”这一元素，杯身的设计以肌肉为原型设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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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型轮廓，标签印刷以黑色调为主，辅以充满活力的红

色，整体给消费者带来力量感的视觉冲击。FoodBev公司

声称这款产品是美国第一款专为男性及男性健康需求设

计的产品。

图 1 Powerful Yogurt

Fig. 1 Powerful Yogurt

图 2 新希望甄睡牛奶

Fig. 2 Zhenshui milk from New Hope Dairy

图 3 新希望舒雅牛奶

Fig. 3 Shuya milk from New Hope Dairy

目前，已经有部分食品公司将其功能性食品及饮料

的消费时间定位在夜间，由此引起的包装创新也紧随其

后。针对“中国消费者缺少充足睡眠”这一现状，很多

乳制品企业推出有助睡眠的乳制品，但其大多数是在乳

制品配方上做文章，鲜有从包装入手来引导消费者的。

新希望集团推出的甄睡牛奶和舒雅牛奶（图2～3）包装

使用黑、白2 种颜色向消费者传达产品的适宜消费时间。

1.3 互动性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不仅

仅局限于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是期待“有情感的”、

可以与之互动的产品出现，现有的单一产品包装形态不

再能满足消费者的诉求。一般来说，包装互动性的设

计需要结合产品结构、包装图形以及消费者，形成一种

趣味感极佳的视错觉，以此来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24]。

“以人为本”的互动性包装设计对于提升品牌价值与产

品品质均有重要作用[25]，消费者可以通过与产品的互动体

验体会到消费的乐趣，这是互动性包装的最终目的[26]。部

分企业在做包装创新时已经逐渐意识到产品与消费者之

间互动与沟通的重要性。

图 4 蒙牛嗨milk

Fig. 4 Hi milk from Mengniu Dairy

图 5 蒙牛纯牛奶

Fig. 5 Pure milk from Mengniu Dairy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携手设计公

司，将蒙牛嗨milk（图4）原有的包装限制转化为优势，

完美体现了结构与产品的关系，并以其独特性来塑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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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差异，与消费者形成更深层次的互动，让包装成为消

费者购买产品的理由。如图5所示，蒙牛纯牛奶不仅将

二维码作为其包装设计的一个元素，更是防伪追溯的绝

佳方式，消费者通过扫码可以实现通过视频或动图了解

产品生产、运输的每一个环节，一方面增加了产品与消

费者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让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更加放

心，间接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乳制品中的营养物质在

运输与销售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通过二维码也可以

直观地了解这些营养物质的变化过程。二维码是智能包

装的一个应用方面，智能包装也被包装研发工作者应用

在减少食物浪费上。

1.4 零食化

酸乳销量的增长速度放缓，乳制品企业如何自处、

如何通过创新带动自身发展是每个乳制品企业面临的

问题。马俊荣[27]提出“零食化”将是酸乳亦或是乳制品

企业努力的新方向。“零食化”乳制品必然需要“零

食化”的包装形态，德国Ehrmann公司的Mixim Greek 
Yogurt包装示意图如图6所示，一个热成型膜内标组合

杯将酸乳与果酱分开，消费者食用前可以根据喜好选择

添加果酱的量。此种包装不仅可以保证酸乳与果酱原有

的口感，而且给消费者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美国

Yocrunch公司推出的一款“杯顶盖”零食酸乳如图7所
示，谷物或坚果碎被放在杯顶上，消费者食用前先将谷

物或坚果碎倒入酸乳，搅拌后再食用。此种包装形式最

能体现“零食酸乳”这一概念，将零食与酸乳结合不仅

可以感受到酸乳的细腻口感，谷物原有的酥脆口感、坚

果的饱满口感也能充分体现。

“零食酸乳”符合消费者的消费新需求，引导消费

者可以在更多的场合食用酸乳，向消费者传达“酸乳不

仅仅是促进消化的食物，更是一种可以随时随地享用的

零食”的观点。“零食酸乳”的包装在设计时应符合轻

便、易携带、易开启及趣味性等特点。

图 6 Mixim Greek Yogurt包装示意图

Fig. 6 Mixim Greek Yogurt

图 7 Yocrunch公司的杯顶盖酸乳

Fig. 7 Yogurt with topping from Yucrunch Dairy

1.5 功能性

乳制品的多元化发展及消费需求的变化带动了乳制

品包装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包装技术可以洞悉乳制品

消费特色与趋势[28]。

1.5.1 高阻隔性

图 8 阻隔瓶

Fig. 8 Barrier bottle

图 9 科迪“纯牛奶100%-原生牛奶”

Fig. 9 Pure milk from Kedi Dairy

包装材料的选择对于维持乳制品中的有效成分

或活性物质（如益生菌）具有重要作用 [29]。高阻隔性

材料成为当下的热门研究方向，其形式主要有阻隔瓶 

（图8）、阻隔膜和阻隔标签，这些高阻隔材料对乳制品

的货架期有着积极影响。阻隔瓶的制作一般是在原有的

材料中加入具有高阻隔性能的塑料，如聚己二酰间苯二

甲胺（poly-meta-xylylene adipamide，MXD6）、聚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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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naphthalate two formic acid 
glycol ester，PEN）、聚偏二氯乙烯（poly（vinylidene 
chloride），PVDC）和EVOH。阻隔瓶的制作有多层瓶胚

注塑技术、多层共挤吹瓶技术和卷吹制瓶技术。

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纯牛奶100%-
原生牛奶”（图9）包装是高阻隔性膜的应用之一，该

种膜的结构为聚乙烯/聚乙烯醇/聚乙烯（polyethylene/

polyvinyl alcohol/polyethylene，PE/PVA/PE），PVA涂层

中加了一种特殊的纳米无机材料，使得该膜可以有效屏

蔽450 nm以下波长的紫外光。如今，纳米技术已经证明

了其在几乎所有领域中的能力，包括食品领域，纳米技

术通过延长食品的保质期推动食品工业的发展[30]。除了

对气体、水分和光起到屏障作用的基本功能特性外，由

复合材料或共混物制得的阻隔层可以调节食品添加剂和

营养素的释放[31]。

高阻隔标签的原理与阻隔瓶相似，是在原有材料中

添加具有阻隔性能的粒子，如EVOH，再通过吹膜或流

延的方式制得高阻隔膜。

1.5.2 易撕、易揭性

易撕、易揭性能属于用户体验中消费者关注度较高

的一项，其与薄膜结构及成分有重要关系。李维正等[32] 

通过调整热封层的原料种类及比例研制出一款易撕薄

膜，已被应用在果冻盖膜上。易撕、易揭性能在乳制品

中应用较多的是杯装乳制品和袋装乳制品。消费者在食

用杯装酸乳时往往要先揭开一层盖膜才可以喝到里面的

酸乳，这一层盖膜与杯的封合强度取决于膜材料的结

构、杯子的材料、热封强度、热封温度及热封时间，其

中膜材料的结构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美国Jindal Films公
司研制出一款易撕、易揭薄膜，其结构是真空镀铝层/透

明改性聚乙烯/优化的热封层，此款薄膜也具有良好的阻

水、阻氧和阻光性能。

1.5.3 利于货架展示

图 10 Tetra Pak D型纸罐

Fig. 10 Paper cans from Tetra

产品的货架展示效果是产品留给消费者的第一印

象，其次是单个产品的印刷设计效果。货架展示效果要

求乳制品包装必须有尽可能大的印刷面积，使产品具有

视觉冲击力[33]，全球绿色环保生态包装的大趋势要求包

装绿色环保或者可以重复利用。瑞典Tetra Pak公司设计出

拥有独特的D型造型的纸罐如图10所示，该纸罐拥有超大

货架展示面积，且可以完全降解。

除了通过调整瓶型设计来增加货架展示面积，

还可以使用乳白膜收缩套标。乳白膜的材料是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 1 , 4 -环己烷二甲醇酯（ p o l y
（ethylene terephthalateco-1,4-cylclohexylenedim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G），它的特点是印刷设计自由度

高，可以做成全包裹收缩包装，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展示

效果，而且白色标签有良好的阻光性能，可以保护乳制

品。图11是应用PETG乳白膜的新希望简爱酸乳。

图 11 新希望简爱酸乳

Fig. 11 Yogurt from New Hope Dairy

1.6 良好的用户体验

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向“感受化”、“个性化”、

“情感化”转变，这就要求产品包装设计向这一趋势发

展。包装设计的终极目标是消费者，设计师在做包装设

计时一定要迎合消费者的喜好，以便产生情感共鸣[34]。

良好的用户体验是好的包装设计的标准，是所有产品的

设计原则与目标[35]。基于用户体验设计的包装关注的是

消费者从见到产品到使用产品再到使用产品之后整个过

程中的综合感受。可重复密封包装是具有良好用户体验

的包装之一，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36]。

拥有良好用户体验的产品与其说是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产

品，不如说是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一次满意的服务。

2 包装创新如何应用于企业

面对层出不穷的包装创新，企业该如何抉择？如何

判断一种创新能否用于企业自身，并给企业带来经济效

益？一项新的技术或新的包装形式若要应用于企业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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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以下步骤：1）将企业新产品的概念与新技术相结合，

形成整体的包装概念；2）考察企业自身拥有的工厂是否

具备生产该种新型包装或产品的能力。如果有设备、不

具备该能力，那么改动设备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或购买

新的设备需要投入多少资金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

还需要考察现有供应商的能力，其是否能够提供相应包

装材料，如果不能，是否需要引进新的供应商；3）通过

对新产品及包装形式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决定是否可以

投放市场。如果不能通过市场的认可，则需要重新设计

包装概念，再次进行考察和决策，直到通过市场认可；

4）小试、中试、大试生产新产品；5）对产品及包装进

行相关性能测试，保证每项指标都符合国家标准，并达

到企业标准；6）形成最终产品。

3 乳制品企业如何进行包装创新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者用来准备食物的时间

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食用代餐食品，而乳制品

无疑是代餐食品中最有营养且最方便的，这种转变也为

包装材料开发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做好乳制品包

装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的好坏，并且关系着乳制品企业

发展与扩张的速度。那么，乳制品企业如何进行产品包

装创新呢？1）时刻关注国内外食品（尤其是乳制品）包

装动态，把握食品包装发展趋势，思考这些动态和趋势

是否对本公司的乳制品包装有所启发，是否能为新产品

的包装带来灵感；2）乳制品企业根据自身战略需要和市

场需要形成基本的产品包装概念，然后将概念与包装材

料或机械供应商进行共同探讨、研究，明确其是否适合

公司的已有生产线。乳制品包装创新从概念到实施需要

经过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作为包装开

发人员，需要对本公司的产品和设备有足够的了解，洞

悉包装趋势，并快速做出反应。

4 结 语

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乳制品包装都对乳制品的销

售、品牌宣传以及乳制品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乳

制品企业应把握乳制品包装创新的趋势和方向，通过包

装来实现产品增值和品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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