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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2020年及未来的食品饮料行业驱动力



—
在食品饮料行业中找到最佳平衡点

进入新的十年，食品饮料行业即将迎来非

同一般的挑战和机遇。食品饮料制造商面

临重重压力，需要不断适应消费者口味和

需求的变化。

本报告是一份参考指南，帮助您在2020

年及未来规划中了解真正的趋势和驱动

力。

我们采访了一些行业专家，研究了350多个趋势，为了

确定未来食品饮料行业的四个关键驱动力。掌握了这些

驱动力，食品饮料企业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最佳平衡点，

在不断变化的趋势所创造的巨大潜力与行业挑战中取得

平衡。

决策者们自然都明白，面对食品饮料行业的未来，绝不

能抱有“保持现状”的心态。

未来已来，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最佳平衡点：行业驱动力

全球大趋势

人口激增意味着
我们需要认真反思

实体生产和数字化生产

消费者趋势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将把环境和健康问题

放在首位

透明 可持续 新颖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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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趋势
食品饮料大变革

—

大趋势 #1

繁荣时代----人口与城市化

目前，全球有73亿人口，多数报告显示，到2050年，

这一数字将至少增加到90亿。

最具爆发性的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市

场，在这些国家，30岁以下的人口占比高达70%。相比

之下，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正面临着老龄化

和人口萎缩的挑战。

—

据估计，全世界有8亿多人正在遭受

严重营养不良和饥饿。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联合国)

这种人口上升的现象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最为明显，因为

城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每年都有数百万农村居民

迁移到城市。这一趋势给农业产业带来了压力，农业产

业已经出现了水果采摘等关键岗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

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城市化人

口将从55%增长到68%。
城市化-数据中的世界，2018年（Urbanization (Our World in 

Dat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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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趋势 #2

对循环经济的追求

为了适应全球人口增长，到2050年，食品产量需要几乎翻一番。但

这里有一个隐藏问题，即食物浪费。如果我们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解

决浪费这一根本问题，就可以节省出足够的食物来供给全球90亿人

口。

—

循环经济将解决全球每年30%-40%的食品

生产损耗和浪费问题。

与“获取-制造-浪费”的传统经济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循环经济

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和污染。为了实现循环经济，我们必须不

遗余力地提升产品价值，在使用结束后回收利用，并通过加强供应

链的弹性来优化水资源的使用。

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重新评估并非易事。全球加工制造业正面临着

降低产品价格的巨大压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润率，他们往往对创

新的可持续解决方案犹豫不决，不愿进行投资。

但如果不积极做出转变，增加食品产量只会增加食物和水的浪费。

解决价值链上每个环节的食物浪费问题，将对供应链的各个层面产

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并提高利润率。

“食品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要保证食品安全和品质，又要以一种健康、

可持续的方式地养活全世界的人口。”

EIU Barilla, 《如何解决食品问题》，2018年 （Fixing Food 2018）

应对环境影响并不能仅靠大企业来行动。小规模生产者约占全球农

业的70%，但他们的资金、社会和技术资源往往非常有限。我们需

要创新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解决方案，稍后在四个行业驱动力方

面将对此进行探讨。

全球大约

25%
的温室气体排放

多达

70%
的用水量

60-70%
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农业会直接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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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趋势 #3

数字化的持续崛起

当今时代，数字化势不可挡，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零售业的

格局。

大数据时代的景象

消费者不同的购买模式，形成了多样化的数据源，这些数

据源结合传感器读数为制造商提供了海量数据。大数据

能力意味着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并将数据转化为可执行的建议。

例如，意大利饮料制造商 GEA Procomac 使用压敏智能

传感器来监控其无菌灌装生产线，按照标准检查每一个

瓶子的湿式灭菌和漂洗过程。

数字文化

除了数据和分析之外，食品饮料行业在数字文化中也扮演

着积极的角色。人们在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上分享美

食，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都不忘追求风味纯正的餐点，

还会阅读美食家博客，探索最新潮流和用餐体验。社交媒

体也改变了公众责任机制，我们经常能看到消费者在

Twitter上点名批评某些餐饮品牌，这些抱怨对传统数字

营销造成了冲击，甚至占据了其原有的地盘。

—

社交媒体将消费者（以及他们不断变

化的口味）推向了舞台中心。

新的技术，如由 23andMe 开创的基因分析服务，让消费

者能够深入了解自己在生物化学、过敏源和敏感度等方面

的知识。消费者获得这类数据之后，就会开始寻求可以提

升自身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产品。

消费者对细分市场产品的需求，为制造商创造了机遇，他们

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来进行应对，也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

身需求来定制产品。定制化可能意味着在网上创建或订购一

种定制的蛋白奶昔，甚至在 Five Guys 店内使用可口可乐的 

Freestyle 饮品机。从任何意义上讲，选择权都在消费者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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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探讨的数百种全球消费趋势中，两大主题脱颖

而出：健康幸福、可持续发展。为了赢得当代消费者的

青睐，制造商必须巧妙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鉴于此，我们总结了以下三项将对食品饮料行业的未

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消费者趋势。

—

消费者趋势 #1

超越肉食

2018年，Euromonitor 报告称，替代肉市场的增长速度是真肉

市场的11倍。替代肉消费的兴起是双赢的绝佳范例，对消费者

和地球都有好处。践行灵活饮食、严格素食和普通素食的人群

不断增加，这一趋势明显反映出，消费者愈发认识到畜牧业对

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开始为红肉消费过量所引发的健康问

题感到担忧。

—

到2025年，替代肉类收入将占全球肉类市

场总量的10%。
《难以置信，这居然不是肉食》，Barclays，2019年 （I can't believe it's 

not meat 2019）

— 
消费者趋势
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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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显然对这一趋势的持久性充满信心。专精替代肉类的 Beyond 

Meat 公司自首次公开募股(IPO)以来，其股票估值一路冲上云霄。与此

同时，其竞争对手 Impossible Foods 报告称，他们正在努力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

快餐品牌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汉堡王、赛百味、肯德基和麦当劳都向市

场推出了替代肉类产品，雀巢推出了自己的产品系列，达能也希望在植

物性食品领域占据领导地位。就连美国最大的肉类生产商泰森食品也

在2019年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替代肉产品。

—

消费者趋势 #2

营养保健品变革

消费者对健康和幸福的关注，促进了功能性食品的兴起。这类产品通常

以“富含某种有益的营养成分”作为卖点。与之形成直接对比的是不含某

些成分的产品，这些产品去除了麸质、乳糖或糖等成分，以满足消费者

在减肥、过敏和不耐受等方面的需求。

—

功能性食品不仅能提供基本营养，还对健康有

积极作用，比如改善特定人群的人体机能，比较

常见的是消化道健康，还有注意力和记忆力

等。

这些营养成分包括认知功能强化剂、微生物群、益生菌、益生元、固醇

和甾醇等。

和追求灵活饮食一样，消费者追求营养保健品，并非出于健康医疗的必

要性，而是很大程度上由其生活方式所驱动的。话虽如此，监管部门也

在采取新的方法在餐饮产品中强制减糖、减盐，努力解决肥胖、亚健康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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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趋势  #3

真实性和体验

价值链的零售阶段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在全球，

消费者们正在挑战食品巨头、大卖场和超市模式，转而

选择电子商务和便利店。

 

不仅如此，消费者在追求便捷购物的同时，也对食物的

真实性提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真实性可能意味着：

 - 产品来自于原产地或者原产业链的生产者

 - 产品能体现出对传统风味和食谱的传承

 - 品牌价值观始终如一，同时契合了消费者的个人道德

观

简言之，消费者会为那些感觉与这些产品所讲述的故事

相符的产品买单。

这种变化由生活方式转变、互联科技和城市生活等因素

直接推动，不过，这种变化也与真正的思维回潮有关。

—

对真实性的追求主要是对大规模生

产的一种反应。它反映了当代消费者

乐于探索、重视产品叙事的特性。

真实性也与另一个因素密切相关，即消费者对本地化的

兴趣更加浓厚，支持就地取材的企业和产品。这也与手

工品牌和体验经济的持续兴起有关，消费者（尤其是现

金匮乏的千禧一代）会主动选择把钱花在“做某件事”

上，而不是“实际拥有某件物品”上。

在体验经济中，美食既是娱乐方式，也是消费者的舞

台。客户体验（CX）一直是各类业务的关键品牌差异化

因素，也是为客户创造难忘的、真实的瞬间不可或缺的

一 部 分。如 今，创 造 出 一 个 有 意 义 的 品 牌 故 事 对 

Instagram 上的网红餐厅非常重要，对于制造商也同等

重要。

推动这一趋势流行的最终原因在于，公众对成熟机构和

大企业越来越缺乏信任。消费者们被各种食品污染、动

物保护问题和可疑添加剂的报道轰炸，这些问题只会加

剧人们对食品大企业的普遍担忧，想要正面解决这个问

题，就需要借助由数字化工具提供的能引起共鸣的透明

化信息。



既然我们已经探讨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食品饮料趋势，现在也该看

看它们为您创造的商机了。

为了帮助您规划未来战略，我们经过研究，确定了驱动行业的“四

大要素”。“四大要素”将帮助您洞悉食品饮料行业未来的走势，并转

换为实际行动。

爆发式增长正在到来，眼下就是拥抱创新的最佳时机。在 ABB 的

指导下，这部分内容将帮助您的企业发挥最大潜力，无论是在当下

还是未来。

行业四大驱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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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要素：食品饮料行业驱动力

透明 可持续 新颖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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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明

从服务员到 CEO，任何一个食品饮料从业人员都不能

忽视透明度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信任问题。

简单来说，食品饮料生产商必须确保其流程满足消费

者、监管部门和供应商的需求，可能包括对能源消耗进

行评估，检查包装流程或审查分销渠道。

大数据：恢复消费者对大食品企业信心的关键

当被问及全球食品行业如何才能恢复消费者的信任

时，Heliospectra(业界领先的室内园艺企业, 也是 ABB 

的合作伙伴）的CEO Ali Ahmadian毫不犹豫地表示：

答案在于大数据。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AI）能提高质

量、效率、生产力和可持续性，让消

费者感到安心。"
Ali Ahmadian，Heliospectra 公司CEO

这种信心源于 AI 在食品饮料行业的独特应用。AI 使用

复杂的算法来模拟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关键的生产流

程实现自动化。在质量控制方面，人类操作员的技能差

异，或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导致质量波动，而机器学习

可以使应用更好、更高效地控制产品质量，并且，其工

作能力随着时间积累逐步加强。

AI的好处并不仅限于质量控制，强大的流程监控功能还

可以全面帮助制造商明确职责，提升透明度。位于美国

俄勒冈州 的Deschutes 啤酒厂，将AI引入了复杂的自动

化，主要目的是优化发酵能力。这种智能解决方案可以

根据不同的产品处理实时数据并调整输出，最终平均为

每瓶啤酒节省了48小时的生产时间。这种大幅度的能

源节约既符合成本效益，又能为地球带来许多显而易见

的益处。

区块链带来的机遇

一些人形容区块链概念为“关于信任的技术”，它极有可

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透明时代。一旦数据被存储

在区块中，就不会变动，无法被更改，也无法被黑客攻

击。区块链使用分布式权限，在庞大的计算机网络中存

储数据，并为拥有适当权限的人提供开放的访问权限，

无论他们是制造商、零售商还是终端消费者。区块链还

可用于监控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加快追踪，消

除污染产品批次。食品安全问题每年给整个行业造成大

约770亿美元的损失，所以区块链对制造商来说是非常

宝贵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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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将为食品饮料行业节省310亿美

元。1

ABB 的合作伙伴 IBM 就走在了这一领域的前沿。早在2017

年，IBM就宣布与全球十大食品行业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如

今已有500多家区块链客户伙伴。IBM 市场领先的食品信任

平台（Food Trust）向整个北美和欧洲的行业领军者承诺，

提供快速追溯功能，其追溯速度如同人类思考一样迅速。

区块链的下一步，是将其与实体生产过程更稳健地连接起

来。使用生物标记和智能传感器等技术，意味着人工输入区

块链的数据都可溯源，并有真实的证据作为支撑。

—

案例研究: 微软FarmBeats 项目

ABB 的合作伙伴微软公司从2015年起运行了一个农业创新

项目，旨在解决电力问题、互联性和资源稀缺等常见难题，

为偏远地区自给自足的农户们打造解决方案。

"试验表明，先进的分析手段和技术可以

将农场生产效率提高45%，同时减少

35%的用水量。"
FarmBeats：为数据驱动架构设计的一个物联网平台（微软、麻省理工

学院等），2017年 （An IoT Platform for Data-Driven Architecture 

2017）

 

FarmBeats 其中一个项目在印度安得拉邦，他们通过播种

应用程序（Sowing App）和咨询仪表板（Advisory Dashboard） 

连接了100多个村庄的4000名农民。重点是，数据传输并

不依赖于让农民无法负担的智能手机技术，只需通过简单

的手机短信功能即可实现。

农场遵循该计划建议的数据参数，比如最佳播种时间、理

想播种深度和施肥量，产量提高了30%。

采用透明数据这样的实践，对未来的农村农业具有深远的

影响。该计划成果建立的数据集，可以用来为其他农民建立

更有效的预测模型。

1 《 区块链: 2019-2030年的主要垂直机会、趋势和挑战》， Juniper 研究，2019年 （ Key Vertical Opportunities, Trends & Challenges 2019-2030 ，Juniper Research，2019) 



12 品 味 未 来   了解2020年及未来的食品饮料行业驱动力

生产方式的转变

亚马逊和 eBay 等企业创造了新一代物流模式，提高了消费者的期

望，改变了零售业的格局。以数据为中心的透明化趋势，让食品饮料

制造商有同样的机会将个性化提升到全新水平。

“问题不是‘是否需要数字化’，而是‘何时需要

数字化’。”
Christian Bucher, 微软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专家

贝加莱是 ABB机器人与离散自动化事业部的一部分，作为最大的工

业机器和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商，贝加莱在食品饮料行业处于

核心位置。在与 OEM 厂商合作以满足当今制造商和处理商需求的

过程中，贝加莱察觉到整个行业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贝加莱预测，在未来，生产速度和柔性将发生革命性转变，信息化

和操作技术将更加密不可分。

"在超互联包装生产线上，这些智能子系统将

以惊人的速度协作：机器视觉、数字印刷、机

器人、机电一体化单元。"
Maurizio Tarozzi, 贝加莱业务拓展负责人

智能标签

在供应链的最后阶段，透明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制造商一直

都在重点关注这两方面：食品标签，生产日期/使用期限。

食品标签问题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幸福。消费者要

求制造商提供详尽的信息，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智能

标签的引入，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条形码

来获取产品的健康和营养信息。此外，信息透明的标签有助

于全球对抗不断上升的肥胖率，也有助于世界各地加强对

盐、糖和脂肪的监管。

—

 “生产日期/使用期限”经过自然进化后，

就形成了智能标签。 

智能标签也是对抗浪费的重要武器。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是，所有生产的食品有30%在进入市场之前就被浪费掉

了。

更精确的标签直接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形成。例如，先进的

传感器可以提供包装产品的实时信息，让人们可以优先考

虑需要快速消耗的物品，而仍可食用的食品也不会被不必

要地丢弃。

消费者也开始利用智能手机主动处理浪费问题。Too Good 

To Go 和 Karma 等应用程序可以利用智能手机的地理定位

功能提醒用户，附近有哪些餐馆和商店正在出售打折的食

物，避免这些食物被浪费。

生产新名词

自适应机器

为生产高度定制化的产品而开发的机器。

批量为1的生产

生产线的高柔性，允许单件订单即可投产。

数字孪生

真实硬件的数字化精确复制品，用于测试可能出现的

情况，测试无误后才会生产实体版本。



13 品 味 未 来   了解2020年及未来的食品饮料行业驱动力

—

#2 可持续

随着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地球正面临着气候危机，人们已经开始逐

步转型弃用化石燃料。如今，可再生能源已经变得经济实惠，用途广

泛且随处可取，因此，对于那些希望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来说，电气

化已经成为必要措施。

各大企业正在通过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应对气候危机。

—

据估计，在600家业界领先的食品企业中， 

86%的企业已经制定了具体目标，并为未来

勾画了宏伟的改革蓝图。2 

不过，这些数据虽然令人瞩目，但ABB 的合作伙伴Heliospectra 公

司的CEO Ahmadian 先生估计，他的客户(包括潜在客户)中的90%，

在购买 Heliospectra 的照明系统和室内种植解决方案时，并非出

于对环境的关注。相反，Ahmadian 指出，客户的动机是 “通过减少

资源占用和减少浪费来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

ABB 近60%的收入来自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

技术。

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

对于食品饮料企业而言，有一点特别关键，即他们必须建立符合自

身环保理念和业务定位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供应链。

这要从初级生产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室内垂直农业极有可能在全

球范围内拓展，它的好处包括让生产厂家更接近终端消费者，减少

运输需求等。垂直农业的巨大潜力还在于，仅需极小的土地和空间，

就能大幅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2 《如何解决食品问题》（ Fixing Food 2018）：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实践 ，《食品与营养》，2018年

—

案例研究: Olam 国际

可持续发展实践对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对企业也当然具

有积极作用。例如，工业能源消耗中，70%是由电机驱动操

作所造成的，只需改用变速（变频）驱动或数字化操作，就

可以节约大量能源，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更容易符合政府的

能效法规。

行业领先的农业企业 Olam 国际公司在全球70家工厂中拥

有约3万台电机，仅单条生产线可能需要数百台电机。这些

电机常年运行，其稳定性和性能是确保顺利生产的关键。

为了满足其长期可 持 续性要求，Olam公司安装了ABB  

AbilityTM智能传感器。这套传感器很快就检测到其中一台

电 机出现了危 险 的 振 动。通 过传感 器 的 预 防 性 维 护 功

能，Olam 公司得以顺利地对故障电机进行有序的更换。

简单的升级避免了意外停机，延长了所有设备的使用寿命，

降低了总拥有成本，为产品了创造了更节能、可持续发展的

生命周期。



14 品 味 未 来   了解2020年及未来的食品饮料行业驱动力

各个阶段的解决方案

消费者在购物时，会关注商品是否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很显

然，这种有意识的消费行为，正在日益展现出重要性。全球

食品饮料生产商都知道，无数双眼睛都在监督着自己，许多

企业采取了积极措施，确保自己免于舆论批评。

—

除了能源和排放问题，包装问题也是食

品饮料企业的当务之急。

消费者对塑料包装的抵制让许多人措手不及，这反映了塑

料垃圾处理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涉及海洋的问题。目前，

零售商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新方法来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

如 Waitrose 的 Unpacked 系列，为消费者提供了免包装和

重新包装的选项。

联合利华、雀巢和百事可乐等品牌也纷纷支持 Terracycle 

的 Loop 平台，该平台允许消费者购买可重新灌装的产品。

运输仍然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因为它涉及到供应链的

每个环节。由于市场对冷鲜配送和长途冷链配送的需求不

断增加，运输使全球本就十分严峻的碳足迹问题变得愈发

复杂，尤其是电力基础设施有限的区域。

从分销和零售的角度来看，零售商和餐厅送货上门服务只

会增加所需的车辆数量和送货量。

考虑到这一点，截至2019年9月，44个国家已经实施或计划

实施无人机配送，也就不足为奇了3。多家餐饮巨头已经承

诺使用无人机派送：饿了么在上海开展无人外卖业务，优步

送餐在旧金山开展麦当劳无人外卖业务，日本连锁巨头西

友超市也把货物用无人方式投递到猿岛。

说到可持续，塑料问题和运输问题只是需要考虑的两个方

面。每个企业都需要审视自己的运营方式和受众群体，考虑

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并且应该改进。从本质上来说，未来需

要靠自己把握。

—

案例研究: FloGroFresh

近年来，虾产业引发了大量的负面关注，主要围绕着劳动方

式和海洋环境恶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FloGroFresh 

公司成立了，他们利用闭环式水产养殖系统，满足了消费者

和行业对绿色供应链的需求。

他们在英国饲养对虾，利用可再生能源为盐水池提供动力，

并通过可持续用水方式进行维护。收获的大虾直接送达英

国的餐馆，无需再从亚洲或南美进口冷冻大虾，这就是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替代方案。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生产线逐步接近消费场所的例子，

符合当前的本地化趋势。这一过程减少了成本高昂、对环

境造成压力的运输需求，同时提高了可控性和透明度，这

种透明度是对餐厅和消费者的需求做出的回应。

3 Drone 无人机配送服务以惊人速度增长—— 《无人驾驶领域》， 2019年 （Unmanned Airspac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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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颖

据多种分析显示，正如一些消费者的有意识消费一样，消费者

的探险性消费也是当下的重要趋势。

食品，尤其是饮料，为消费者提供了相对低风险的试验机会。

随着饮食文化的日益全球化，人们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灵感来

源。在一种文化中的新奇事物，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只是习以

为常的东西；例如，在中国已经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昆布茶，在

西方咖啡店的冰箱里却成了最时髦的饮品。

让产品充满个性

数字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消费者的声音。消费者

对于个性产品的追求比以往更加强烈，无论这些产品多么小

众。功能性食品更是如此，包括增强感受力、缓解压力和紧

张、改善记忆力的食品等。

随着个性化趋势逐渐深入人心，制造商们在转向“批量为1的

生产”的同时，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敏捷性。所有这些都需要

在不影响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要想在不断涌现新潮流

的快节奏经济体系中保持竞争力，敏捷的自动化流程就起到

了关键作用。

—

技术一直是创新的源泉，也是创新的驱动

力。

在供应链之外，许多以体验式餐饮为核心的创新消费模式正

在出现，主要是为了娱乐，或追求灵感。

各大超市正在响应消费者对新鲜、优质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

求，许多超市都投资建设了现场温室设施，甚至在货架上提供

自助采摘蔬菜，将温室延伸到零售店内。

—

案例研究: Niska 机器人冰淇淋吧

一家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零售机器人初创公司采用机器

人自动化技术，打造了一间有趣的冰淇淋店，完美迎合了人

们日益增长的体验式餐饮需求。

一台名为 Tony 的 ABB YuMi 机器人与两位机器人同事协

作，它们是这家全自动化冰激凌餐厅仅有的三位“员工”。从

最初的点单，到最后洒在冰淇淋上的碎屑，一切都由机器

人完成。

这家小型企业的志向远不限于冰淇淋。在这里，食物和科

技结合在一起，共同为人们创造易于分享的难忘体验。这

家店鼓励顾客与机器人一起自拍，他们极简风格的亮白色

装修，让消费者仿佛置身于不久的未来。

Niska 正在用他们的餐厅创业经历，书写着一个与其商业

模式完美契合的品牌故事：友好型创新。对于供应链各环

节上的企业来说，Niska 带来的最大启发就是，要坚持以

始终如一的理念，逐步完成品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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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便利

—

质量、价格和便利之间的制约关系已经被永

久打破。消费者想要面面俱到，不想做出任

何妥协。

如今，客户体验被广泛认定为品牌差异性和成功的第一驱动力，在

此背景下，便利的地位得到提高，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

电商是一种正在快速发展的货品采购解决方案，它24小时在线，能

够送货上门，并且提供了单一零售店永远无法满足的海量货品选

项。

向数字便利的转型，是大卖场/超市模式走向衰落的关键推动力。

同等数量的零售商，正在便利业态和便捷送货模式方面迅速扩张，

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

现在，城市和城镇都出现了大量小型杂货店。消费者们会前往缩小

版的大型超市门店，比如 Tesco Express 或 Carefour City ， 或者

干脆去 Amazon Go 收银台和无现金商店里采购。

配送挑战

数字配送系统的便捷性导致在家做饭或在家吃饭的人群出现爆发

式增长。品种丰富的外卖在食品消费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据了越来越

大的份额。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制造商们都在建立直达消费者的数字化运营渠

道。对于那些惯于与全球各地的中间商合作的传统企业来说，做到

这一点并不容易。

"采用强大的物流自动化和机器人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制造商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配送需

求。"
Marc Segura, ABB 消费品和服务机器人负责人

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面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型，增加了物流的复杂

性。大型连锁店要求供应商在交付预定的定制货品时，能够直接卸

载到商店货架上。随着制造商处理的包裹种类不断增多，对交付速

度的要求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很显然，自动化库存管理已经成

为必要，这就需要与智能响应的供应链互联的仓储解决方案提供支

持。

便利不容妥协

几个大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已经表明，当今消费者的期望已经

达到历史峰值。消费者在道德观和人性化生产方面的需求完全匹配

其具体需求，包括低价、可持续发展工艺、生活收入、健康食品、良

好的企业公民意识等需求。

要满足消费者的复杂需求，就需要在生产、包装、分销和零售等各

环节上采取新的方式。

事实证明，食品饮料行业拥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足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经济动态，并满足消费者不愿妥协的便利性需求。如果制造商

继续阔步向前，大胆追求创新解决方案，其未来将有无限美好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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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品饮料行业巨头纷纷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设备和新系统，人

们更明确地意识到，要想在未来的食品饮料业取得成功，必须着重

发展数字化和高级分析技术。

“在未来，我们将看到灵活、可持续的系统，

能够自我优化、自我适应，自主运行整个流

程。"
Tatjana Milenovic, ABB全球食品饮料行业负责人

许多全球食品饮料企业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转型和收购，许多企业也

公开承认了消费者对大型食品企业的担忧，并注意到了规模更小、

更“有真实感”的品牌、产品和运营商的吸引力。

包括雀巢和联合利华在内的大多数大型运营商，都开始投资高度专

业化的小企业或科技孵化器，以此作为其战略思维的补充，并利用

初创企业的活力、创意和技术提升自己。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并非适用所有企业。许多小企业的利润率很低，

在全球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它们无法进行投资，也无力承担任意资

本支出。这时候，战略伙伴关系，如上文提及的农场主和微软建立

的合作，在数据透明度提供的强大支持下，也许就是创造更加健康

的环境生态系统和金融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

共同目标

面向未来，食品饮料企业最大的机遇之一，就是使可持续的健康食

品发挥实际作用，以合理的价格进入寻常百姓家。通过这一点，我们

可以帮助解决多种全球问题，如糖尿病、饥荒、营养不良和过度肥

胖等。

—

这些挑战看似巨大，但如果我们将深厚的领

域知识和最新技术相结合，就可以迎来令人

振奋的机遇。

把握好创新思维与专业技术之间的平衡关系，完全有可能改变全球

范围内未来几代人的生活。ABB 拥有深厚的电力、自动化和机器人

专业技术，还拥有市场领先的工业控制系统，始终致力于可持续发

展，永不退缩，因此，ABB成为许多企业的不二之选。

登高望远，与君共谋。我们希望这仅仅是您与 ABB 之间对话的开

端。我们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我们广布全球的足迹，使我们在行

业内独树一帜。我们完全有能力支持您的业务更上一层楼，因此，

如果您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未来的食品饮料行业，敬请和我们保持

联系。

—
品味各种可能性

关键要点
四大驱动力

透明
—

使用数字工具构建客户

信心，帮助明确职责

可持续
—

拥抱创新，减少商业

成本，保护环境

新颖
—

从技术角度迎合创新趋势，

支持定制化/个性化体验

便利
—

优化生产敏捷性，使用数字

化便利形式，维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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