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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款含乳飲料樣品所測指標均滿足國標要求。 

深圳益力多營養指標上優於香港益力多： 

1、深圳銷售的益力多乳酸菌含量是香港益力多的 4.7倍，含活菌數量更多，對調節腸胃功

能有更好的效果。 

2、蛋白質含量越高品質越好，深圳售原味型益力多蛋白質含量略高於香港售益力多

6.25%；深圳售低糖型益力多蛋白質含量高於香港售益力多 15.74%。 

3、深圳銷售價格均低於香港銷售價格。原味型益力多，香港售的比深圳售的貴 4.55%；而

低糖型益力多，香港售的則比深圳售的貴 60.87%。 



20款含乳飲料樣品最突出的品質指標乳酸菌含量（除殺菌型含乳飲料）高於國標要求的百

倍。 

品質優異的五星級產品共 4款：伊利每益添活性乳酸菌飲品（原味 600億活菌，少糖）

（深圳售）、益力多乳酸菌乳飲品（低糖）（深圳售）、蒙牛優益 C活性乳酸菌飲品 

（300億活菌）（香港售）、明治活性益生菌飲品（香港售）。 

20款含乳飲料蔗糖含量普遍較高，因此建議家長儘量避免給小孩喝過量的含乳飲料，每天

最好不超過 100mL 

 前期調研結果 

    含乳飲料口感酸酸甜甜，包裝設計感十足，給消費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選擇，同時

乳酸菌對調節腸胃、改善腸道、增強免疫力有著不錯的效果，受到越來越多不同年齡層次

消費者的喜愛。但現在市面上，乳酸菌飲料品牌和種類眾多，針對不同人群產品的分類更

加細化，國產和進口品牌眾多，消費者往往難以選擇。 

為此，深圳市消委會聯合寶安區消委會、福田區消委會、龍崗區消委會共同委託深圳

市品質消費研究院開展含乳飲料比較試驗，對市售的含乳飲料品質進行比較測評。本次比

較試驗，委託深圳海關食品檢驗檢疫技術中心進行檢測，對含乳飲料展開品質大比拼。 

前期市場調研結果顯示，93%的消費者是能夠區分優酪乳與含乳飲料的。其中因其促進

消化、調理腸道功能而購買含乳飲料的消費者近 73%。 

低溫與常溫的含乳飲料均受消費者喜愛 

對於消費者含乳飲料類型（低溫與常溫）偏好的選擇，低溫、常溫含乳飲料兩者都喜

歡的受訪者約占 39%。相對而言，大約 32%的受訪者偏愛喝常溫長期保存的含乳飲料，有

29%的受訪者偏愛喝 2-6℃低溫保存的含乳飲料。 

原味含乳飲料最受消費者喜愛 

對於含乳飲料的風味（原味與其他風味）而言，消費者更喜歡喝原味的含乳飲料，有

大約 55%的受訪者表示喜歡喝原味的含乳飲料。其次約 36%的受訪者表示兩者都喜歡喝，其

他風味（如果蔬、穀物雜糧等口味）含乳飲料喜愛比例相對較低，不足 10%。 

八成以上消費者最關心產品保質期的問題 

調查資料顯示，受訪者最關心含乳飲料的保質期問題，約為 81%，其次為食品添加劑

問題（約 60%）；原材料成分、營養成分問題選擇比例在 20-25%之間。 

消費者對深圳市場上的含乳飲料產品安全性基本放心 

    調查顯示九成以上消費者對深圳市場上的含乳飲料的品質安全持放心態度，其中大約

為 57%的受訪者基本放心，33%的受訪者比較放心，8%的受訪者非常放心。比較擔心的受訪

者占比 1%，受訪者主要擔心原材料、添加劑、加工等品質問題。 



 

 

總評情況 

   本次比較試驗涉及的含乳飲料共有 20款，其中，4款為發酵型含乳飲料，16款為乳酸

菌飲料；從工藝上分有活菌型和非活菌型，從儲藏方式上分有冷藏、常溫兩種保存方式。

同時設置了深圳和香港的益力多乳酸菌飲品品質比較測評，依據國內含乳飲料標準 GB/T 

21732-2008以及其他相關標準的要求，結合檢測機構意見和乳製品、營養學專家的建議，

對含乳飲料中各項指標進行權重設計並進行評分，表現越佳，分值越高。按含乳飲料產品

的綜合評分星級高低排名，檢出不合格項作降級處理，同星級產品排名不分先後。 

   一、樣品來源 

   本次比較試驗中，共抽取了 20款含乳飲料（不涉及優酪乳），其中深圳採購含乳飲料

16款，香港採購 4款。均為類比消費者方式在商超（家樂福、沃爾瑪、星河永輝超市和香

港上水百佳超市）匿名購買。詳細資訊見後附表。 

  

  



 
  

二、20款樣品星級排名 

  

檢測的 20款含乳飲料整體情況較優：全部含乳飲料樣品均符合國家標準要求。四星級

以上產品品質明顯高於國標要求，最突出的品質指標乳酸菌含量（滅菌型含乳飲料除外）

超過國標要求百倍。 

  

    20款含乳飲料中：五星有 4款，四星有 6款，三星有 4款，未評級有 6款。 

  

  

20款含乳飲料綜合評級表 



 
  





 

    未評級產品清單： 

    以下列表均為滅菌型含乳飲料，不含活性乳酸菌。其酸酸甜甜的口味主要來自於發

酵，雖然已經做滅菌處理，但酸味仍然存在，也有另外再加入酸度調節劑來做口味調配

的。本次比較試驗以乳酸菌指標為重點指標，因此滅菌型不參與星級排行，僅做消費提

示。 

未評級產品清單 



 
  



    本次比較試驗中，20款含乳飲料的平均價格為 2.35元/100 mL。獲得五星好評的 4款

含乳飲料中，國內品牌的含乳飲料的價格比進口品牌的含乳飲料的價格要低。其中，最貴

的含乳飲料是進口品牌明治的活性益生菌飲品，價格為 9.38元/100 mL；而同等級同類型

的活菌型的國內品牌伊利每益添活性乳酸菌飲品（原味 600億活菌，少糖）售價僅為 1.86

元/100 mL。 

 

 

圖 1 各星級含乳飲料的價格排列情況 

 

    深圳與香港品質對比 

  

    前期市場調查以及網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選擇到香港購買益

力多乳酸菌飲料的消費者不在少數。消費者普遍認為香港益力多乳酸菌飲料在味道、甜度

和乳酸菌數等品質方面都比內地的益力多乳酸菌飲料要好，事實真的如此嗎？這樣的消費

方式成本高，且不能保證全程冷鏈，費事費力效果差。為此，在本次比較試驗中，我們設

置了深圳與香港之間益力多乳酸菌飲料的對比。 

  



  

 

圖 2 深港益力多對比圖 

 

    以上資料顯示： 

    1.在消費者所關注的深港益力多乳酸菌含量指標上，無論是原味型的還是低糖型的，

深圳銷售的益力多乳酸菌飲品的乳酸菌含量高於香港益力多乳酸菌飲品的乳酸菌含量, 最

高的相差約 4.7倍。 



    2. 在蔗糖以及蛋白質指標上，深圳益力多都略優於香港益力多。 

    3. 在標稱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上，香港低糖型益力多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深圳益力多的

1.7倍。 

    4. 深圳銷售價格均低於香港銷售價格。 

    疑問解答： 

    益力多乳酸菌飲品底部有沉澱物 = 變質？ 

    我們前期的隨機採訪調查中，很多消費者反映在深圳買的益力多乳酸菌飲品底部有沉

澱，疑惑是不是變質了。其實這沉澱物是非脂乳固體，裡面含有維生素、蛋白質、鈣等營

養性物質，並不是變質的徵兆，飲用前搖勻即可無需擔心。 

為什麼深圳益力多乳酸菌飲品（低糖）與香港益力多乳酸菌飲品（低糖）的包裝顏色不一

樣,有什麼區別？ 

    1、添加物不一樣。深圳銷售的益力多低糖型添加的是鈣和維生素 D，香港低糖型添加

的是植物纖維。 

    2、蔗糖含量不一樣，深圳銷售的益力多低糖型為 2.3g/100g，香港低糖型為

3.7g/100g。 

    3、總碳水化合物不一樣，深圳銷售的益力多低糖型是 8.3g/100mL，香港低糖產品是

14.1g/100mL。 

    檢測結果及詳情 

    （一）國產&進口的冷藏活菌含乳飲料，隨機抽取的市售樣品乳酸菌含量均優於國家標

準要求 

    在前期的含乳飲料問卷調查中，選擇購買含乳飲料的的消費者更多關注的是促進消

化、清理腸道。因此乳酸菌含量是我們本次比較試驗的重點之一。 

    乳酸菌是含乳飲料中的重要成份，是發酵時所必須的。乳酸菌的數量與保存的方式和

發酵時間以及生產工藝有很大的關係。在國標含乳飲料標準 GB/T 21732-2008中規定，產

品出廠期的乳酸菌數不得小 CFU/mL，銷售期按產品標籤標注的乳酸菌活菌數執行。發酵後

經熱處理的產品對乳酸菌數不作要求。因此常溫保存和滅菌型的 6款含乳飲料不參與乳酸

菌的比較。 



 

  

    本次 14款冷藏活菌型含乳飲料中，乳酸菌含量平均值為 21.3億 CFU/ mL ，整體優於

國標出廠期限量要求的 100萬 CFU/ mL，整體也均達到各個產品標籤所標注的活乳酸菌數

含量。其中，乳酸菌數最高 140億 CFU/mL，為蒙牛優益 C活性乳酸菌飲品（300億）100 

mL；乳酸菌含量最低的只有 0.51億 CFU/mL，為美樂多活乳酸菌乳飲品 118 mL。其中乳酸

菌含量最高和最低兩者相差超過 250倍。 

    （二）蛋白質含量均高於國家限量要求 

    蛋白質是反映含乳飲料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在含乳飲料中，根據不同消費者對口味

的需求，加入果味等配料會造成蛋白質含量的相對減少。含乳飲料的蛋白質含量要求相對

於牛奶、優酪乳（發酵乳和風味發酵乳）要低很多。國標標準對牛奶、優酪乳和含乳飲料

的蛋白質含量的要求如下： 

  

 



 

 

  

 圖 4 20款含乳飲料中的蛋白質含量圖 

  

 

    在本次 20款含乳飲料中，16款乳酸菌飲料中的蛋白質平均值為 1.11 g/100g，均高於

國家限量要求（0.7g/100g）。其中，蛋白質含量最高 1.48 g/100g高於限量要求的 2倍。

蛋白質含量最低的為 1.02g/100g，均符合國家限量要求。 

    4款發酵型含乳飲料中的蛋白質平均值為 1.1 g/100g，均高於國家限量要求（1.0 

g/100g）。蛋白質含量最高的為 1.16 g/100g,最低的為 1.03 g/100g，均符合國家限量要

求。 

    （三）蔗糖含量高很可能白砂糖添加多 



    前期的問卷調查報告顯示，有絕大部分女性消費者購買含乳飲料的原因是為了減肥瘦

身潤腸道，普遍偏向於選擇低糖或無糖的，因此蔗糖也是這次比較試驗的重要指標之一。

蔗糖（一般指白砂糖）是屬於額外添加到含乳飲料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甜度。 

    以下資料顯示，在本次的 17款含乳飲料中（3款低糖型含乳飲料不參與此項目排

比），蔗糖含量的平均值為 8.77 g/100g。其中蔗糖含量最高的為 15.1 g/100g，最低的為

低於檢出限 0.3g/100g, 結果顯示未檢出。 

    蔗糖含量較低的產品如下： 

    3款常溫含乳飲料分別是：貝奇菜仔奶酸乳飲品（蔬菜汁）280mL、伊利 QQ星營養果

汁優酪乳飲品（草莓味）200mL、娃哈哈爽歪歪營養優酪乳飲品 125g/瓶； 

    3款冷藏含乳飲料分別是：晨光酸牛奶飲品 236mL(非活菌型）、蒙牛優益 C活菌型乳

酸菌飲品（原味 500億活菌）340mL 、蒙牛優益 C活性乳酸菌飲品（300億）100mL（香港

售） 

 

  

圖 5 17款含乳飲料中的蔗糖含量圖 

  

    以上資料為 17款樣品裡的蔗糖含量，並不代表樣品中的總糖含量。 

    《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16）》提出對添加糖攝入量應進行限制，建議每天不超過 50

克（添加糖是指人工加入到食品中的糖類，常見的有蔗糖、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漿



等）。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年人和兒童將其每天的游離糖攝入量低到每天大約 25

克會有更多的健康益處。過度攝入會引起肥胖、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以及齲齒等疾

病。 

    為了讓消費者更能理解，我們假設一塊方糖≈4.54g，那麼蔗糖含量最高的“美樂多活

乳酸菌飲品”在 100mL的容量蔗糖含量為 15.1g,等同於含有 3.3塊方糖。 

 
圖 6 20款含乳飲料標籤標識中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較圖 

  

    碳水化合物可以簡單理解分為兩類：一類是糖，一類是纖維素。膳食中缺乏碳水化合

物會導致全身無力、疲乏，有低血糖的徵兆。當膳食中的碳水化合物過多時，則會轉化成

脂肪，引致肥胖。含乳飲料一般除了會加蔗糖來改善口感和增加甜度外，還會添加如葡萄

糖、三氯蔗糖等糖類。因此，我們把這 20款含乳飲料所標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所列統計成

圖，供消費者參考。 

    一瓶普通可樂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為 10.6g /100 ml。如果同樣在於 100mL容量比較下

的話，碳水化合物含量最高的香港益力多活性乳酸菌飲品是可樂碳水化合物含量的 1.6

倍。即使是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少的含乳飲料，也有可樂碳水化合物含量的一半之多，因此

建議家長儘量避免給小孩喝過量的含乳飲料，每天最好不超過 100mL。 

    （四）冷藏的含乳飲料平均保質期天數為 25天，常溫乳酸菌最長保質期與最短保質期

相差近 1倍。 

    含乳飲料的保質期幾乎是每個消費者購買時都會關注的，也是普遍關心的。在前期的

含乳飲料的問卷調查資料中顯示，有 80.96%的消費者表示對含乳飲料的保質期非常的關



注。因此在這次的比較試驗中，保質期作為重要的參考項目單獨羅列出來以供關注這一項

目的廣大消費者參考，但保質期並未列到最終評級權重設計中，不占分值。 

 

  

圖 7 20款常溫、冷藏含乳飲料的保質期天數比較圖 

  

    常溫的含乳飲料保質期天數最短的為 180天，是國產品牌伊利 QQ星營養果汁優酪乳飲

品（草莓味）200mL和娃哈哈乳酸菌飲品 100mL；最長的為 300天，是進口品牌國農活益乳

酸菌飲料（殺菌型）270mL 。 

    冷藏的含乳飲料平均保質期天數為 25天。冷藏含乳飲料保質期最短天數為 10天，是

晨光酸牛奶飲品 236 mL（非活菌型）；其中活菌型飲品保質期最短天數為 15天，是明治

活性益生菌飲品 80 mL。保質期最長的為 45天，為美樂多活乳酸菌乳飲品 118mL。 

    （五）食品添加劑≠非法添加物 

    很多食品添加劑的存在是為了改善食品品質和色、香、味，以及因防腐、保鮮和加工

工藝的需要而專門加入的物質，並不是非法添加物。我國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都經過安

全性評價，按照規定的範圍、劑量和使用原則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劑，就不會有安全風險，

所以並不需要過度擔心。但因在前期的含乳飲料的市場調研中消費者回饋，許多小孩子在

喝了含乳飲料後則不愛吃飯，擔心食品添加劑的問題，想儘量選擇食品添加劑少的含乳飲

料。 



    因此在此次比較試驗中，我們將 20款含乳飲料中食品添加劑所含的種類以及數量列

出，作為重要的參考項目單獨羅列出來以供關注這一項目的廣大消費者參考，但不列入最

終評級權重設計中，不占分值。 



 



 

  

消費提示 

   （一）正確區分含乳飲料 

    含乳飲料分為“配製型含乳飲料”、“發酵型含乳飲料”和“乳酸菌飲料”。 

    發酵型含乳飲料可稱為“酸乳（奶）飲料”或“酸乳（奶）飲品”，是指以乳或乳製

品為原料，經乳酸菌等有益菌培養發酵制得的乳液中加入水，以及白砂糖和（或）甜味

劑、酸度調節劑、果汁、植物提取物、茶等的一種或幾種調製而成的飲料。可以理解為：

發酵型含乳飲料＝水＋糖＋奶（大部分是奶粉）＋乳酸菌＋食品添加劑。 



    乳酸菌飲料和發酵型含乳飲料製作工藝基本一致，區別只在於蛋白質含量的要求。國

標要求發酵新含乳飲料蛋白質含量要達到 1.0g/100g， 而乳酸菌飲料蛋白質含量達到

0.7g/100g即可。 

    配製型含乳飲料，則與發酵新型含乳飲料和乳酸菌飲料不同，沒有經過乳酸菌發酵，

而是直接利用乳或乳製品為原料，加入水、白砂糖和（或）甜味劑、酸味劑等配料調配而

成。這類乳飲品的功能遠低於發酵型乳酸菌奶飲料，消費者購買時可以通過包裝上的標籤

進行區分。 

   （二）乳酸菌飲料有殺菌型（非活菌）和未殺菌型（活菌）兩種類型 

    殺菌型（非活菌）乳酸菌飲料，顧名思義一般不含有活菌，其中的乳酸菌在生產過程

中的加熱無菌處理階段時已被殺滅。所以，殺菌（非活菌）型乳酸菌飲料可以在常溫下貯

存和銷售，保質期的時間較長，在營養價值方面，殺菌（非活菌）型較低於未殺菌（活

菌）型。 

    未殺菌（活菌）型的乳酸菌飲料，是具有活性的乳酸菌飲料，簡稱活性乳，也就是說

在乳酸菌飲料中含有活的乳酸菌。未殺菌（活菌）型的乳酸菌飲料在儲藏、運輸過程要求

嚴格，必須在冷鏈中進行，保證產品溫度在 2℃-6℃；如果脫離冷鏈會導致保質期縮短易

變質，並且會影響產品口感，所以消費者在購買後應儘快放入冰箱冷藏保存。如果消費者

把乳酸菌作為購買乳酸菌飲料最重要的指標，那麼建議選擇冷藏保存的乳酸菌飲料。 

   （三）活菌型常溫下售賣，營養流失且易變質 

    本次比較試驗採樣員在香港購樣的時候，發現很多便利店和藥店門口都像積木一樣堆

起了山一般的益力多乳酸菌飲品牆。活性乳酸菌飲料都是低溫保藏最主要的原因是，低溫

可以抑制乳酸菌的活力，保證乳酸菌的活菌數和活力。如果不能保證全程冷鏈的話，乳酸

菌在運輸和保藏過程中就會老化死亡活菌數量迅速下降，而且活性乳酸菌飲料在生產時一

般不需要經過高溫殺菌的，低溫也是抑制了有害微生物的生長。 

    大部分乳酸菌最適生長溫度為 30-37℃，在常溫下乳酸菌會大量繁殖，然而瓶子裡的

營養是有限的，原來的菌種利用了營養排出廢物後，整個環境會越來越不利於新菌的生

長，最終導致營養物質的過度消耗和活菌的大量死亡，嚴重影響產品感官、營養價值，甚

至產品變質。 

   （四）乳酸菌種類越多≠營養價值越高 

    食用級的乳酸菌的種類有嗜熱鏈球菌、保加利亞乳桿菌、乳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

乾酪乳桿菌、雙歧桿菌、植物乳桿菌等。而嗜熱鏈球菌和保加利亞乳桿菌是最為常見的發

酵菌種。含多種發酵菌種，每種的數量可能並不平均，不好區分哪種起主導作用，具體還

得取決於菌種之間的共生能力，含的菌種越多並不代表產品越好。 



    總的來說，乳酸菌種類並不是越多營養價值就越高，建議換著喝不同的活性乳酸菌飲

料，這樣可令人體內的有益菌品種齊全。 

   （五）碳水化合物越高很可能添加糖越多 

    在本次比較試驗的 20款含乳飲料中，碳水化合物含量最高的是香港益力多活性乳酸菌

飲品，為 16.7g/100mL。這已經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成人和兒童每日推薦糖攝入

量 25g的一半之多。兩瓶益力多下肚，已輕鬆突破 25g大關，更別說除了含乳飲料，我們

平時從飲食中攝入的糖分了。 

    碳水化合物包括糖和纖維素兩大類。而大部分含乳飲料的碳水化合物指的是糖類，所

以建議在選擇含乳飲料的時候，可以細看標籤，在保證蛋白質含量夠高的前提下，優先選

擇碳水化合物中糖類較低，或者含有植物纖維的品種。一般來說，兒童型產品和果味型產

品，糖的含量都會偏高一些，建議少購買。 

（六）建議少給兒童購買含乳飲料，拒絕飯前來一瓶 

建議減少給兒童飲用含乳飲料的主要原因有： 

    1、含量糖較高，基本和普通飲料的含糖量等同，一天喝 300mL的含乳飲料就可能已經

導致糖過量了，容易引發兒童肥胖症。 

    2、蛋白質含量沒有牛奶和優酪乳高。 

    3、兒童型含乳飲料一般為常溫滅菌型，活性乳酸菌基本沒有，營養價值並沒有活菌型

的含乳飲料高。 

    4、兒童型的含乳飲料，口味偏甜，酸度適中，非常得小孩子歡心。然而小孩子的自控

能力並不高，很多時候都喜歡飯前來一瓶，導致出現飯前吃不下，不愛吃等現象時常發

生。 

   （七）適量的食品添加劑不會威脅人體健康，不必恐慌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大品牌的含乳飲料有意識的減少食品添加劑的添加（如蒙牛的優益

C、伊利的每益添、益力多、美樂多等），主要是滿足消費者希望挑選無添加的消費需求。

而最多被使用添加到含乳飲料的是食用香精，其目的主要是賦予食物特有香味。其它的如

增稠劑、甜味劑、酸度調節劑等更多的是為了產品口感的需要而進行適量的添加。 

    我國對於食品添加劑有著嚴格的管控要求。所有符合國家食品安全規定的食品添加

劑，在限制範圍內是可以添加在食品當中，且在規定的使用範圍和添加量的情況下，並不

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威脅，希望消費者理性對待。如果消費者對於添加劑比較敏感的，可以

查看產品後的配料表，選取配料表中添加劑比較少的含乳飲料。 

   附表：含乳飲料比較試驗測評產品資訊及綜合評級表 



 

備註： 

1. 本次測試根目錄據消費品比較試驗的原則進行，所有試驗樣品的採購均由消委會員

工以普通消費者身份，通過正規銷售管道購買。結果僅供消費者選購產品參考，不構成對

任何相關產品的推薦與宣傳。 



  

2. 以上表格按星級高低排名，同星級產品排名不分先後。 

  

3. 本次比較試驗結果僅對所購買的產品負責，不代表同品牌不同批次、不同規格產品

的品質狀況。 

  

4. 未經允許，任何單位不得擅自使用本次比較試驗結果作為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