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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美、 
更强壮、 
更健康
运动营养与恢复市场中
的机遇

消费者对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营养保健品行业如何从中寻找机会？本白皮书
探讨了不断发展的运动营养市场，该市场从一群核心用户扩展到更广泛的普通用户，以及运动营养补充剂
不断增长的市场价值。白皮书还探讨了近期科学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证实了 Peptan 胶原蛋白肽对剧烈
运动后肌肉恢复的益处。

作者：Peptan 全球市场开发经理 Frank Engel，2018 年 11 月



高效卓越而勤奋不懈的文化

生活在 21 世纪，我们作为这个不断发展的、快
节奏世界的一部分。 
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勤奋不懈、高效卓越而
活力四射。健康和健美已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认识到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全球健康
和保健趋势日益受到推崇：应用程序、智能设备
和补充剂正成为当今主动消费者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尽管运动营养产品已经存在多年，但市场正从这些健康和健美

趋势中大获裨益。其中一个成果是，运动营养市场已经超出了

其运动营养用户的核心类别（如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赢得

了更广泛的、寻求可支持其生活方式目标的产品的普通用户消

费群。 

快速持续增长 
运动营养市场的增长快速且持久。目前，运动营养市场是消费者

健康市场类别中增长最快的，其市场价值从 2013 年的 98 亿美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57 亿美元，并且没有任何放缓的迹

象。Euromonitor 预测 2018 年至 20231 年该市场的复合年增长

率（CAGR）可达 10.6％（图 1）。

FRANK ENGEL 简介 
Frank Engel 拥有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和健康食品创新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在 2018 

年加入罗赛洛之前，他在食品和配料行业的商业、分析和技术销售方面的多个岗

位有过多年任职经验。作为全球市场开发经理，Frank 为罗赛洛的客户提供有关 

Peptan 产品的支持服务。这包括技术和商业层面的支持，以及在首次实施和扩张

阶段的支持。

运动营养：
一个繁荣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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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源自 Euromonitor 数据（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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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uromonitor Sports Nutrition: Drivers and Prospects, July 2017. 

激动人心的机遇和重大挑战
随着国际趋势继续推动积极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将大量时间用于健美，我们可以大胆预测运动营养产品

的需求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为营养保健品供应商提

供了一个独特而激动人心的机遇，扩大其产品范围，并占据

这一繁荣市场的份额1。这些制造商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确

定最有价值的产品范围和成分，以扩大消费群。

在全球范围内， 

运动营养市场不断扩大， 

不仅在核心用户中稳步增长，

而且还从全球健康和保健趋势

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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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不断增长的运动营养消费者群体中，新的
子群正在兴起，每个群体对产品适应其生活方式
的期望 各不相同。 通过评估不同的消费者子群，
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消费者对运动营养产品的各
种期望和需求。

• 早就意识到运动营养的重要性

• 将继续使用运动营养产品

• 对产品配方了解更多，而且愈发挑剔，不要求“清洁标签”

• 大批量、持续购买（产品）

• 品牌忠诚度度高

深度观察主要的普通用户群
普通用户代表了最大的市场增长机遇。让我们深度
观察一些主要的普通用户群及其某些特征。

• 对有助于健康老龄化的食品补充剂有高需求的稳定的，强大的

市场类别 

• 健康老龄化是营养保健公司最重要的三大健康受益领域之一，

另外两大受益领域包括胃肠道健康和总体幸福感2

• 健康的老年人正在寻找能够帮助他们保持活力而不受年龄增长

困扰的产品

• 注重值得信赖的品牌和可识别的天然成分

• 推动针对关节和骨骼问题的天然产品需求 

• 在传统食杂店和便利渠道购买产品

• 对可以定期使用、副作用风险低于常规药物的解决方案尤其感

兴趣3 

• 年轻而生活富裕的专业人士

• 包括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 

• 作为其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方面，愿意在健美方面投入

大量资金

• 要求产品的功能强大和清洁标签

• 不愿意牺牲健康福利，因此有购买运动营养品的需求

• 要求产品声明的科学证据

• 愿意在便利形式产品和天然成分上花费更多资金

健康老年人

生活方式用户核心用户群：
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

消费者群体不同，需求随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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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衷于娱乐目的的运动和锻炼活动

• 相较于核心用户群更加简单，注重值得信赖的品牌和可识别的

产品成分

• 对天然食物成分有高需求

• 倾向于追随顶级社交媒体健美影响力人物

• 在传统食杂店和便利渠道购买产品

• 新兴的数字化消费者群体 

• 通过穿戴式智能设备和应用程序持续跟踪他们的健康表现

• 越来越需要个性化选择

• 在选择公司时，通常喜欢注册会员服务4

2 Vitafoods survey among 220 industry professionals www.vitafoods.eu.com/en/media-center/
Event-Press-Releases/Digestive-health.html

3 www.cbi.eu/market-information/natural-ingredients-health-products/trends 
August 2018

4 Euromonitor Sports Nutrition: Drivers and Prospects, July 2017

(Euromonitor Sports Nutrition: Drivers and Prospects, July 2017)

过去的假设

我要与升高的 BMI 和肥胖作斗争

我要购买运动营养产品来增强肌肉

现在的状态

我了解我的体重和健康

如果符合我的生活方式， 

我会购买运动营养品

未来的现实

我要监测我的体重和健康

出于健康趋势、 

生活方式目标以及避免肌肉衰减的目的，

我要购买运动营养产品

“周末战士”
和业余运动员

m消费者
（移动消费者）

迎合多元化消费群体的关键焦点
开发能够满足这些不同需求的产品是一项重大挑战。专注于

满足所有子群要求的关键点包括： 
• 产品的健康益处应有科学依据

• 成分安全而天然

• 值得信赖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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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消费者低估了运动恢复的重要性
运动的目的是为保持或提高一个人的身体机能和健康水平。为

此，所有这些积极锻炼的人必须保持身体在力量和肌肉质量方面

的良好状态。例如，他们没有意识到，恢复时间短的高强度训练

计划会增加受伤的风险，但增强整体肌肉骨骼系统（不仅包括肌

肉，还包括关节、骨骼、肌腱和韧带）又可以防止受伤。这意味

着在日常运动过程中，运动员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和/或寻

找 加速恢复的方法。 身体机能较高的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非常

清楚这些问题。对于越来越多的业余运动员来说，了解运动恢复

的重要性同样重要。  

了解和管理运动恢复以获得最佳效果
运动对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主要是肌肉）来说是一种挑战。最

小的肌肉单位（即：肌肉细胞）具有产生运动的特殊蛋白质。这

些细胞共同形成薄肌纤维，其通过细胞外基质（ECM）鞘包裹成更

大的肌肉束。这种基质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功能性组织，而

不仅仅是包膜。当肌肉细胞进行实际肌肉收缩时，ECM 包裹确保

所有肌肉细胞的组合力以运动的形式传递到韧带和肌腱。在剧烈

运动期间，肌肉细胞和 ECM 都受到微观损伤。由此产生的肿胀、

疼痛以及肌肉力量和强度降低对运动表现产生负面影响。使机体

进行简单的活动（如：爬楼梯或下楼梯）时都变得困难。5,6,7

对于职业运动员，肌肉损伤程度决定了 高强度训练之间的恢复时

间，并在下一次训练中自动影响训练负荷。 对于业余爱好者，剧

烈运动引起的疼痛很容易破坏健身计划。这就是为什么运动恢复

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是健康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不仅适用于身体机能较高的运动员，也适用于不断增长的普通

用户市场。  

最新的运动科学为制造商提供了激动人心
的机遇
随着科学的进步，运动营养领域出现了新的、激动人心的补充剂

产品。含有适宜微量营养素和成分的产品可以减少炎症并支持肌

肉修复和恢复，从而缩短整体恢复时间。6 对于职业运动员，其

结果是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负荷，而普通用户将更容易成功地坚

持健身计划。8

这些科学发展为营养保健行业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有助于宣传

运动恢复的重要性，并可使职业运动员和普通用户以可持续的方

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健康水平。为了充分利用此机遇，对于运动营

养行业而言，提供能够有效缓解积极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问题，让

运动员改善其表现，让普通消费者保持可接受的健康水平的产品

非常重要。对于计划开发恢复补充剂的制造商而言，成分的选择

至关重要。具有多种已证实健康益处的胶原蛋白成为运动营养的

理想选择9 

5 Clarkson, P.M., Sayers, S.P., 1999. Etiology of exercise-induced muscle damage. Canadia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24(3):234-48.
6 Hyldahl, R.D., Hubal, M.J., 2014. Lengthening our perspective: morphological, cellular,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to eccentric exercise. Muscle & Nerve, 49(2):155-70.
7 Paulsen, G, et al., 2012. Leucocytes, cytokines and satellite cells: what role do they play in muscle damage and regeneration following eccentric exercise? 

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 1;18.
8 Heaton L.E., et al., 2017, Selected In-Season Nutritional Strategies to Enhance Recovery for Team Sport Athletes: A Practical Overview, Sports Med. 2017; 

47(11): 2201–2218.

为什么运动恢复解决方案对主动消费者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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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英国著名的纽卡斯尔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了胶原

蛋白肽在运动恢复方面的优势10。该研究着重说明了胶原蛋白补

充剂对健康和健美的价值，表明胶原蛋白有助于运动后的更快速

恢复和身体机能的改善。因此，胶原蛋白成为维持健康生活方式

的重要因素。  

确认 PEPTAN® 胶原蛋白
肽作为运动恢复解决方案10  
研究中使用的胶原肽由 Peptan 提供。Peptan 是当今世界胶原蛋

白多肽领导品牌。Petan 的开发者罗赛洛认识到，无论是严格的

训练计划还是高水平竞赛季，快速恢复对运动员来说都至关重要。

罗赛洛已经确定 Peptan 具有缓解疼痛和抗炎作用11，因此在本研

究中，他决定将研究重点放在 Peptan 胶原蛋白肽对运动后恢复

的影响上。

 

为此，他在已建立的剧烈身体活动所致肌肉损伤模型中研究了 

Peptan 的潜在症状缓解作用。

特别是研究了两项已知的运动引起的肌肉损伤指标：肌肉酸痛和

肌肉功能。研究结果与包括普通消费者在内的所有活跃人群具有

广泛的实际相关性。 

服用 PEPTAN 9 天，每天 20G
该研究设计为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对象为 

24 名运动活跃的年轻男性。试验的每日剂量总共为 20g Peptan 

或安慰剂，分两次给予：早上 10g，晚上 10g。 

从基线开始，受试者服用指定的补充剂 9 天，包括 7 天的磨合

期，以使补充剂发挥功效。随后进行一场 150 次跳深的剧烈运

动训练，以诱发肌肉损伤。分别在基线（BL）、运动前和运动

后，以及运动后 24 小时和 48 小时进行读数测量。 

9 Shaw, G. et al., 2016, Vitamin C-enriched gelatin supplementation before intermittent activity augments collagen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105(1):136-143.
10 Clifford, T., et al., 2018. The effects of collagen peptides on muscle damage, inflammation and bone metabolism following exerci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11 Jiang J.X., et al., 2014, Collagen peptides improve knee osteoarthritis in elderly women: A 6-month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Agro FOOD Industry Hi Tech, 25:19-23.

开创性研究将 PEPTAN 胶原蛋白肽定性
为运动恢复解决方案



结果显而易见。在剧烈的肌肉损伤运动后，补充 Peptan 胶原蛋白

肽明显降低了受试者在所有时间点对肌肉酸痛的感知（图 2）。更

引人注目的是，补充 Peptan 的受试者表现出身体机能的改善，运

动后 48 小时的效果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图 3）。这一积极结果表

明，Peptan 有助于加速剧烈运动所致肌肉损伤的恢复过程。由于

胶原蛋白是包裹肌肉纤维的细胞外基质鞘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我

们可以推论，Peptan 补充剂可能具有防止鞘损伤或加速鞘修复的

功效。 

运动员和普通用户的福音
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胶原蛋白的积极作用，但这项研究首

次证明胶原蛋白肽可以缩短机体体力活动后的恢复时间。研究结

果清楚地表明，使用 Peptan，运动员可以在一段时间的运动后

仍然保持高水平的表现。这些数据对于运动营养产品新的普通用

户也非常有价值，这表明可以降低坚持运动方案的困难，并对这

个新的广泛消费者群体的生活方式予以支持。   

(变
化
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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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中，补充 Peptan 可以明显缓解肌肉酸痛，并可促进剧烈运动后垂直跳

表现的恢复。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有研究表明胶原蛋白肽可能会缩短体力活动后的

恢复时间。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胶原蛋白肽可加快细胞外基质的修复。

纽卡斯尔大学体育与运动营养研究员，本研究的首席科学家 Tom Clifford 博士

结果：PEPTAN  
胶原蛋白肽加速恢复 

图 2：24 名接受 Peptan 补充剂或安慰剂的受试者在剧烈运动前后进行深蹲

（90°膝关节屈曲）后，以 VAS 量表记录肌肉酸痛情况。

图 3：以 24 名接受 Peptan 补充剂或安慰剂的受试者剧烈运动前后进行垂直跳的

高度（90°的膝关节屈曲和尽可能高的跳跃）来衡量身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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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篇文献综述中，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在其关

于运动补充剂益处的声明中加入了水解胶原蛋白肽。

根据科学研究文献，水解胶原蛋白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缓

解关节疼痛。18 作为一个具有较高地位的体育机构，IOC 的认可

凸显了胶原蛋白肽的发展潜力。意在进入这个新兴市场的制造商

将胶原蛋白肽作为运动营养和恢复产品的理想成分。 

减少职业运动员
的膝关节不适
近期罗赛洛的另一项研究证实了胶原蛋白肽补充剂对运动员的价

值。在这项研究中，一群年轻而富有天赋的运动员接受训练成为

职业运动员，每天饮用添加了 15g Peptan 胶原蛋白肽的橙汁，为

期 24 周。结果数据表明受试者在体力活动期间和之后关节疼痛有

减少趋势，膝关节最为显著，手臂、肩膀和手关节也是如此。受

试者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显然，这些发现与第一项研究中

观察到的运动恢复的益处一致，表明 Peptan 胶原蛋白肽补充剂可

以在预防损伤、组织修复和肌肉恢复方面发挥功效。19

PEPTAN 的更多
健康益处 
除了加快运动恢复外，胶原蛋白肽还被证实可以支持整体

肌肉骨骼健康。许多研究表明胶原蛋白可以改善整体的关

节和骨骼强度，从而提高活动能力并支持积极生活方式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13,14,15,16,17

12 Dar, Q.A. et al., 2017, Daily oral consumption of hydrolyzed type 1 collagen is chondroprotec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in murine posttraumatic osteoarthritis. PlosONE 12 (4): 
e0174705 

13 Minaguchi, J. et al., 2005, Effects of ingestion of collagen peptide on collagen fibrils and lycosaminoglycans in Achilles tendon. 
Journal of Nutritional Science and Vitaminology, 51:169-174

14 Jiang, J.X. et al., 2014, Collagen peptides improve knee osteoarthritis in elderly women: A 6-month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Agro FOOD Industry Hi Tech, 25:19-23

15 Shaw, G. et al., 2016, Vitamin C-enriched gelatin supplementation before intermittent activity augments collagen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105(1):136-143

16 Baar, K., 2015, Training and nutrition to prevent soft tissue injuries and accelerate return to play. Sports Science Exchange, 28(142):1-6
17 Ribas-Fernandez, J.L. et al., 1998, Effects of gelatin hydrolysates in the prevention of athletic injuries. Archivos de Medicina del Deporte, 15(16):277-282
18 Maughan RJ, et al. Br J Sports Med 2018;0:1–17. 
19 Rousselot, unpublished dat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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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振奋人心的提议
运动恢复补充剂市场持续增长。在建立具有较高身体机能的

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核心市场的同时，为业余市场开发新的

理念具有巨大潜力。这个核心目标用户群（运动员和专业人

士）对营养补充剂的益处非常了解。不断扩大的用户群可以

覆盖一大批新的消费者群体，这些群体希望改善运动恢复时

间，减少运动带来的不适，支持他们更为健康积极的生活方

式。

胶原蛋白肽在运动恢复解决方案中应该发挥
主导作用 
本白皮书中探索的研究强调了胶原蛋白肽作为恢复补充剂的益处。科

学证据表明，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选择胶原蛋白作为运动恢复

补充剂的主要成分将成为决定性因素。在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之前，

补充剂制造商还面临两个问题：如何选择胶原蛋白肽制造商？ 

如何通过选择满足这个庞大市场多样化需求的成分来扩大补充剂

的影响力？

10

迈向
运动恢复市场

我在五月份的高强度训练 和比赛期间，开始使用 
Peptan 作为营养补充剂。渐渐地，我开始体验到 
Peptan 的这些益处。大概在六月份，我体验到一
种相对新鲜的感觉，我的短跑能力得到了提升。
这显然有助于我在多场欧洲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我很期待看到 Peptan 将在赛季接下来的时间里会
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益处！
Bas van der Kooij，Alecto 自行车队，荷兰国家锦标赛（荷兰）前十名，2018 
年巡回赛 Antwerpse Havenpijl（比利时）和 Fyen Rundt（丹麦）站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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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领先的胶原蛋白肽品牌，Peptan 因能够满
足在运动恢复补充剂市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众多不
同需求而享有盛誉。由于此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全
球许多制造商都将 Peptan 作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 PEPTAN 产品可以在
多元化的运动恢复市场取得成功

 Peptan 产品的整体高品质将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包括与

营养专家共事的具有较高身体机能的运动员和普通用户。

 Peptan 可以加快肌肉修复和缩短恢复时间，因此职业运动

员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负荷。 

 年轻消费者如“生活方式消费者”和“移动消费者”用户，

要求健康声明必须有科学证据支持，在了解到 Peptan 是一

款有科学依据支持的高质量产品后，他们会感到安全。

 Peptan 产品采用天然和清洁标签成分制成，且是值得信赖

的全球知名品牌，可满足“生活方式消费者”和普通用户

的需求

 对于希望保持积极生活方式而不受年龄增长困扰的健康老

年人来说，Peptan 胶原蛋白肽可以促进肌肉骨骼健康。

 Peptan 胶原蛋白肽高度可溶，味道中性，因此无论是用于

传统杂货渠道还是通过专业网络销售，制造商都可以细致

地定制每种产品的配方和品牌，以使用户获得最高级的口

感、最舒适的享受，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

与 PEPTAN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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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赛洛生产及销售

PeptanbyRousselot @Peptan_Global 胶原蛋白肽

是否想了解更多信息
或讨论合作可能性？
敬请访问 peptan.co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eptan@rousselot.com

选择与 PEPTAN 合作
的更多原因

 与 Peptan 合作为您提供了一个共同创新的独特机遇，借

此您可与全球专家网络合作，开发市场营销新思路。创新

是 Peptan 的核心原则。通过合作，我们不断探索运动营

养领域的新方法。 

 Peptan 为客户提供最极致的关怀。使用 Peptan，您将从

出色的配方支持中受益。我们的行业专家可以帮助您为产

品制定完美的解决方案：使用 Peptan，您将获得您想要的

产品。 

 Peptan 的消费者与备受行业和消费者推崇的全球知名品牌

合作，让您绝对放心。 

 Peptan 既不含有也不加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禁止

的物质。这印证了我们安全第一的产品原则 - 我们使用优

质、安全和 100％ 可溯源成分，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原则。

在 Peptan，我们始终致力于以最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和消费者

的需求。因此，Peptan 无疑是帮

助您在运动恢复补充剂市场获得成

功的理想合作伙伴

Peptan 全球总监 Lisette van Lith 

与 PEPTAN 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