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品牌奶茶店减塑观察报告

摘要

2020年，国家和湖南省发布了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文件，旨在分步进

行塑料污染治理。奶茶行业作为现代餐饮行业的“流量担当”，达到亿杯销量，

塑料制品使用量可观。选取长沙具有代表性的十家奶茶店进行调研，调研发现，

非必要使用的塑料制品占比 30%以上，杯体的重量均在 10g以上，线上外卖包装

重量高于线下点单。结合已有的减塑案例，提出奶茶行业可选择、减量化、再利

用三个方便的减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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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新限塑令的实行

2008年 1月 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

的通知》，从 6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实行

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希望以此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减少塑料袋的使用[1]。

十几年过去了，随着居民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曾经的限塑管理渠道显得过窄，

单纯的价格杠杆已经很难控制众多的消费角落，集贸市场的塑料袋随取随用、快

递盒上的胶带越缠越多、商品的包装越来越多，免费塑料如影随形……数据显示，

截至 2019年，我国塑料袋年使用量超过 400万吨[2]。2020年 1月 19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

改环资〔2020〕80号），2020年 11月 19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湖南

省生态环境厅也下达了关于印发《湖南省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

（湘发改环资规〔2020〕857号）的通知，旨在按照计划时间表分步进行塑料污

染处置。

《意见》和《实施方案》中都提出：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

销售和使用，积极推广替代产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建立健全塑料制品

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对于塑料使用方，《意见》提出的要求如下：



（1）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

①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0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

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2

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城建成区。到 2025

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城

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地区集市等场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②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2年底，县城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 30%。

（2）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

①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在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布

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鼓励设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装置，方便

群众生活。推广使用生鲜产品可降解包装膜（袋）。

②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强化企业绿色管理责任，推行绿色供应链。电商、

外卖等平台企业要加强入驻商户管理，制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实施方案，

并向社会发布执行情况。以连锁商超、大型集贸市场、物流仓储、电商快递等为

重点，推动企业通过设备租赁、融资租赁等方式，积极推广可循环、可折叠包装



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鼓励企业采用股权合作、共同注资等方式，建设可循环包

装跨平台运营体系。鼓励企业使用商品和物流一体化包装，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

器具回收体系。

目前政策上倡导的的方向是使用环保布袋、纸制产品和可降解塑料制品，但

这些材质是否能真正代替普通塑料减少塑料带来的环境影响，还需保持谨慎的态

度。

无纺布保温袋是一种环保布袋，在 2021年的秋天开始火热起来，最大特点

是保温效果好,可粘贴袋口。目前无纺布的原料其实就是塑料，主要包括 PP(聚丙

烯，占总数的 62%)和 PE(聚酯，占总数的 24%)。英国环境署在 2011年公布的一

项研究结果显示，无纺布袋至少需要重复使用 11次，才能弥补它带来的污染。

若无纺布袋只使用一次，单个无纺布袋的能耗是一次性塑料袋的 17.8倍，碳排

放是一次性塑料袋的 16.7倍。

纸质产品如一次性纸杯虽然是由纤维素组成的，可再生，但是在盛装咖啡、

茶或冷饮等液体时，内部必须进行涂覆，聚乙烯是这种涂层的主要材料，也是造

成纸杯在当前的回收流程中不可回收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用来装饮品的纸质

杯最终的处理方式也是填埋或者焚烧，与普通制品处理方式一致。

餐饮行业常用的可降解塑料聚乳酸 PLA（CPLA为结晶态的 PLA，耐热温度

比 PLA高），PLA的生物降解条件严格，需要 50%-60%的湿度和 50-70摄氏度

的温度，在此条件下，微生物才有可能经历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步将 PLA 分

解。有研究表明，可降解材料聚乳酸（PLA）快递袋与传统聚氯乙烯（PVC）包

装胶袋的环境影响，相同功能单位下（25×35cm规格）的快递袋，PLA材质快

递袋的综合环境影响高出近 1/3。

2、奶茶行业塑料使用量可观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餐饮行业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全国餐

饮业营业额已达 5622.9亿元，近 10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 12.18%，且有逐年攀

升的趋势，餐饮市场的持续繁荣带动了现制奶茶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奶茶摇身

一变成为现代餐饮的“流量担当”，线上线下随时随地顺手买一杯奶茶捧在手心，

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据相关调查显示：约 76.1%的消费者每月会在现

制奶茶上进行 1-5次消费，14.2%的消费者会进行 6-10次消费，还有 9.7%的消费



者会进行 10次以上的消费，消费者的月平均消费奶茶达到 4.1杯。

奶茶的现制饮料门店对塑料制品有高依赖性，如奶茶杯、吸管、吸管的包装

袋和封口膜；除了堂食以外，还有大量的外带和外卖订单，携带和外送过程中，

会使用到固定托盘、封口胶带以及外带（送）袋等，而且耗用的数量可观。例如

奈雪的茶作为奶茶行业的上市企业，根据其年度报告，2020年茶饮销售量为八

千多万杯，2021 年更是超过 1亿杯。蜜雪冰城的塑料耗用量逐年上升，根据蜜

雪冰城招股书可计算出蜜雪冰城 2019年消耗奶茶杯 9亿多杯，吸管 8亿多个，

包装袋 6亿多个；2020年消耗奶茶杯 15亿多杯，吸管 15亿多个，包装袋 13亿

多个；2021年消耗奶茶杯 35亿多杯，吸管 30亿多个，包装袋 23亿多个；2022

年 1-3月份消耗奶茶杯 7亿多杯，使用吸管 6亿多杯个，包装袋 3亿多个。因此，

在新限塑令背景下，奶茶行业的减塑也是必要的。

3、长沙地区品牌奶茶减塑

《中国城市奶茶店数量排行榜》最新出炉，长沙位居全国第 17位，共计开

设了 5469家奶茶店，虽说不是奶茶界的超级城市，但在消费者心中长沙绝对担

得起“奶茶圣地”的称号。因此，我们对长沙具有代表性的 10家奶茶店进行调

研，分析奶茶店塑料使用情况，提出减塑意见。

二、调研方法、结果与发现

1、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选取了长沙市较为知名的 10家奶茶店，以

各奶茶店的热销单品为调研对象，了解到奶茶店相关饮品线下购买和线上点外卖

的两种情况中，吸管、杯盖/封口膜、杯体、杯托和勺子、包装袋的材质和重量，

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完成本次新限塑令背景下奶茶行业减塑的

探索工作。

十家奶茶店的选择方法：茶颜悦色、柠季、良果芭这三家奶茶品牌是作为长

沙的本土品牌，销售量比较大；书亦烧仙草、蜜雪冰城这两家奶茶品牌是在长沙

范围内门店数量较多，单品数量也较多；一点点、茶百道、CoCo都可这三家奶

茶品牌属于属于长沙的中档奶茶品牌并且做过类似的减塑活动；喜茶、奈雪的茶

这两家作为行业的头部奶茶品牌，并且目前还在实施减塑相关的活动。



2、调研结果

（1）吸管

①线下点单

吸管材质 吸管包装材质

茶百道 CPLA 材质 纸质
喜茶 PLA 材质 纸质

奈雪的茶 PLA 材质 纸质
书亦烧仙草 PLA 材质 纸质
蜜雪冰城 可降解塑料 纸质
CoCo 都可 可降解塑料 纸质
良果芭 可降解塑料 纸质
一点点 PLA 材质 纸质
柠季 可降解塑料 纸质

茶颜悦色 可降解塑料 无

②线上外卖

吸管材质 吸管包装材质



从以上关于奶茶吸管的信息可以发现，无论是点外卖或者是线下购买，十家

奶茶店的吸管都是可降解塑料做成的，但是，只有一半的奶茶店使用的吸管标注

了具体材质（茶百道、喜茶、奈雪的茶、书亦烧仙草、一点点使用的吸管均为

PLA/CPLA材质的可生物降解塑料）。除茶颜悦色线下购买时使用的吸管无包装，

其余情况下吸管的包装材质均为纸质，未使用塑料。

（2）杯盖/封口膜

①线下点单

杯盖/封口膜材质 小塞子材质

柠季 塑料 无
喜茶 塑料 无

奈雪的茶 塑料 塑料
茶颜悦色 塑料 无
良果芭 塑料 无

蜜雪冰城 纸质+塑料内膜 无
茶百道 塑料 无

一点点 PLA材质 纸质
茶百道 CPLA材质 纸质

奈雪的茶 PLA材质 纸质
喜茶 PLA材质 纸质

书亦烧仙草 PLA材质 纸质
蜜雪冰城 可降解塑料 纸质
良果芭 可降解塑料 纸质

茶颜悦色 可降解塑料 纸质
柠季 可降解塑料 纸质

CoCo 都可 可降解塑料 纸质



一点点 塑料 无
书亦烧仙草 纸质+塑料内膜 无
CoCo 都可 塑料 无

②线上外卖

杯盖/封口膜材质 小塞子材质

茶颜悦色 塑料 无
喜茶 塑料 无

奈雪的茶 塑料 塑料
柠季 塑料 无

蜜雪冰城 纸质+塑料内膜 无
茶百道 塑料 无
一点点 塑料 无

书亦烧仙草 塑料 无
CoCo 都可 塑料 无
良果芭 纸质+塑料内膜 无



调研的十家奶茶店，杯盖或封口膜均为塑料或者是含有塑料的材质。线下点

单时，良果芭、柠季、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使用的是可以取下来的杯盖，

柠季的杯盖是所有奶茶品牌里质量是最重的；其余的奶茶品牌使用的是封口膜。

线上外卖的情况和线下购买的情况基本一致。

（3）杯体

①线下点单

杯体材质

柠季 塑料
茶颜悦色 纸质+塑料内膜

喜茶 塑料
书亦烧仙草 塑料

茶百道 塑料
奈雪的茶 塑料
CoCo 都可 纸质+塑料内膜
一点点 纸质+塑料内膜

蜜雪冰城 塑料
良果芭 塑料



②线上外卖

从杯体上看，线下和线上购买使用的杯体均为塑料杯（PP 聚丙烯材质，为

杯体材质

茶百道 纸质+塑料内膜
茶颜悦色 纸质+塑料内膜

柠季 纸质+塑料内膜
喜茶 塑料

奈雪的茶 塑料
书亦烧仙草 塑料

良果芭 塑料
CoCo 都可 纸质+塑料内膜
一点点 纸质+塑料内膜

蜜雪冰城 塑料



不可降解材质。）或是含有塑料内膜的纸质杯，不过相比较线下而言，线上购买

的有塑料内膜的纸质杯较多，主要是奶茶店做外卖可以不太在意美观，所以用不

透明的纸质杯较多。但总体而言，调研的奶茶店使用的杯体均为不可降解塑料，

且杯体重量都在 10g以上（500mL 的杯体为讨论对象），占奶茶包装重量的 50%

以上。

（4）杯托和勺子部分

①线下点单

杯托材质 勺子材质 勺子包装材质
茶百道 塑料 无 无
喜茶 纸质 无 无

良果芭 纸质 无 无
书亦烧仙草 无 塑料 塑料

一点点 无 塑料 无
CoCo 都可 无 无 无

柠季 无 无 无
蜜雪冰城 无 无 无
茶颜悦色 无 无 无
奈雪的茶 无 无 无

②线上外卖

杯托材质 勺子材质 勺子包装材质
一点点 纸质 塑料 塑料
喜茶 纸质 无 无

良果芭 纸质 无 无
茶颜悦色 塑料 塑料 纸质

书亦烧仙草 无 塑料 塑料



CoCo 都可 无 无 无
茶百道 无 无 无
柠季 无 无 无

蜜雪冰城 无 无 无
奈雪的茶 无 无 无

线下购买的奶茶基本上杯托用得较少，然而线上购买的奶茶，杯托用得比线

下多，其中主要的杯托作用是在袋子中固定奶茶，所以就导致线上外卖的杯托使

用的较多。总体而言，杯托材质大多使用的是纸质材料。使用勺子的主要是书亦

烧仙草和一点点，因为该奶茶里面主要是含有小料，需要用勺子才能吃到，勺子

材质均为塑料，且未标识可降解性。

（5）包装袋

①线下点单

包装袋材质
柠季 塑料

书亦烧仙草 可降解塑料
茶百道 塑料
一点点 可降解塑料

茶颜悦色 可降解塑料
奈雪的茶 可降解塑料
良果芭 塑料

CoCo都可 可降解塑料
喜茶 可降解塑料

蜜雪冰城 可降解塑料



②线上外卖

包装袋材质 小料包装材质
奈雪的茶 无纺布保温材料 无
茶颜悦色 无纺布保温材料 塑料+纸质
蜜雪冰城 无纺布保温材料 无

书亦烧仙草 无纺布保温材料 无
CoCo 都可 无纺布保温材料 无

喜茶 无纺布保温材料 纸
一点点 可降解塑料 无
柠季 可降解塑料 无

茶百道 塑料 无
良果芭 塑料 无

线下购买的包装袋的材质都是塑料，大部分都是可降解材质，但未标注具体



材质；线上外卖购买的大部分是无纺布保温材质（比普通塑料易降解，但其本质

是塑料），这种外卖袋需要收取一部分费用；关于小料包装，只有茶颜悦色和喜

茶是有小料包装的，茶颜悦色小料包装塑料材质并没有标注是否可降解。

（6）塑料制品重量和整体包装重量

①线下点单

②线上外卖

根据分析出的占比可以了解到，线下购买中柠季的塑料占比高达 99.20%，

其次就是奈雪的茶占比高达 98.11%还有茶百道，这三个产品基本上都是塑料制

品，在线下做得最好的应该是茶颜悦色，它的塑料占比仅为 14.70%，线下的平

均塑料占比高达 73%；从线上的情况来看，良果芭的塑料占比高达 85.98%，CoCo



占比仅有 12.35%，线上平均塑料占比为 45%。

（7）减塑行动

另外，在调研的 10家奶茶店中，发现极个别奶茶店已经开展了一些减塑行

动，例如喜茶的吸管设置为自取，消费者如果不需要可以不取用吸管，可以减少

塑料吸管的使用；喜茶和奈雪的茶，在点单的页面会出现“绿色喜茶”，“绿色

奈雪”的字样，消费者可以自带杯去买奶茶获得优惠，可以减少塑料杯的使用。

3、总结与思考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

（1）除吸管（含吸管包装）、包装袋外，大部分制品使用的是不可降解塑

料或者未说明材料的材质；对于可降解制品，具体的材料标识不够明确。

（2）除了杯体、勺子（小料较多的饮品需要）外，在喝饮品时，吸管、吸

管包装、杯盖（有的含小塞子）/封口膜（线上购买需要）、勺子包装、杯托、

包装袋为非必需使用的东西，但其占据包装总重量的 30%以上，甚至有的接近

50%。

（3）奶茶杯体大多为不可降解塑料，即使是纸质杯也含有塑料内膜，其重

量均在 10g以上，占包装总重量的一半以上。

（4）总体而言，线上点单购买的饮品包装总重量要高于线下点单。

4、优秀案例

在咖啡店、速食店等餐饮行业里的其他类别的店面，已经有一些减塑的方式，

主要分为押金制环保循环餐具和自带餐具。

（1）押金制环保循环餐具

在咖啡行业，减塑行动算是走在前列。德国新兴的“押金环保杯”——Recup。

消费者外带咖啡时，可以用这种能重复使用的外带杯，但需要多付一块欧元（人

民币 7 元）的押金，退还杯子就能拿回押金。2021年，星巴克也开始在美国部

分门店试行押金制「循环杯」租借服务。

在餐饮其他类别的店面，如麦当劳，全家便利店等速食店，也进行了押金制

换呗餐具的行动。2020年 9月，麦当劳宣布与 Terra Cycle 的循环包装平台“Loop”

合作，使用可重复利用的杯子来装热饮，以减少一次性饮料杯的浪费。2021年，

这项服务将在英国部分麦当劳餐厅推行。全台湾拥有 4000家门店的台湾全家便



利商店近期宣布将在 2022年底前，大规模引进循环杯至 400间门店，占门店总

数 1/10。先从企业的直系商店推广循环杯，再将成功经验传递给加盟伙伴。

（2）自带餐具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当局“环保署”4月 27日表示，自 2022年 7月起，

民众自备饮料杯在连锁饮料店、便利商店、速食店及超级市场买饮料时，至少可

享 5元（新台币）的差价，地方也可在 2024年底前提报限用一次性饮料杯的日

期。同时，为使消费者了解业者是否提供自备优惠及提供循环杯借用服务，要求

于营业场所应标示“自备饮料杯省＿元”或“免费借用循环杯”字样，每字边长至少

5厘米。

星巴克也早已开始自带杯活动，平时自带杯可享受 4元优惠。在 4月 22日

世界地球日这天，星巴克还会发起一个“自带杯免费”的环境保护活动，自带杯

子星巴克将提供免费中杯咖啡。“自带杯”可以是任何品牌的杯子。都可以享受

这条优惠。另外，星巴克还推出了 3.5元的吸管盲盒，为了便于日常的携带与可

多次的循环使用，吸管还配套了刷具与塑封袋，独立包装，清洁之后也可安心放

在包袋内，不必担心弄湿其他物品。可循环使用的环保餐具及环保吸管可以有效

的平衡饮食安全及环境保护的问题。

三、建议

基于本调研工作获取的信息和以上分析，结合优秀的减塑案例，我们对各品

牌奶茶店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希望辅助“新限塑令”下奶茶行业的减塑。

（1）可选择：消费者可选择，减少非必需的塑料制品或其他制品的使用。

①线下购买时，将吸管、包装袋、勺子等设置为消费者自取；线上购买时，

同样将吸管、勺子等设置为可以选择的项目，严格执行外卖平台上的“是否需要

餐具”这一要求。对于线下购买的饮品，杯盖/封口膜也可以作为选择项。

②消费者可选择自带杯，并获得相应优惠。

（2）减量化：对有改良空间的环节或产品进行减塑升级。

①线下堂食吸管可以无包装。

②线上购买时，在不影响饮品包装的情况下，将杯盖换为封口膜，减少杯盖

重量，也可减少杯托的使用。



③考虑到线上点单的包装总重量高于线下点单，可鼓励和引导消费者进行线

下点单。

（3）再利用：减少一次性，回收再利用。

①可以推出可循环使用的杯子、吸管等，方便消费者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使用。

②无纺布包装袋的回收再利用，可将包装袋的封口方式由双面胶粘贴换成魔

术贴。

③其他塑料回收再利用，如将回收塑料包装制成“美好再生包”。

[1] 限塑 11年，塑料使用量“不减反增”，全面禁塑路在何方？

[2] 我国每天使用塑料袋约 30亿个 是什么让新限塑令有点“尬”？

[3] 可降解塑料聚乳酸( PLA)生物降解性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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