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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篇

安全篇

除了堂食、外卖，为

了一顿美食，你还有一

种选择——预制菜。

预制菜的内涵十分

丰富，包括即食类、即热

类、即烹类和即配类，而

这背后折射出加工程度

上的差异性，比如净菜、

半成品、成品等。对消

费者而言，便捷性也有

所不同。

预制菜市场被业界

视为一个万亿级的大市

场。眼下，各路企业、资

本竞相涌入该市场，但

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7月16日，厨房“小白”王斌在电商平台购买了5个品牌的6
道预制菜，包括金汤酸菜鱼48.8元400克、蒜香小龙虾75元1000
克、鱼香肉丝26.8元300克、红烧狮子头36.8元350克、黑椒牛肉
粒45.9元250克和牛肉煲68.5元410克，叠加平台满299元减100
元和促销立减34.02元后，实付167.78元。以鱼香肉丝为例，其
到手价约14.9元。而他在外卖平台上发现，有知名连锁品牌餐
厅的鱼香肉丝优惠后的价格只有11.5元。
为了朋友小聚，王斌本次购买的是平台次日达产品。不过

在配送当天，商品已到同一小区且配送距离仅200米的情况下，
快递人员仍然花费了2个多小时才完成配送。快递人员表示，同
一片区的产品先由仓库统一配送至一个点位后，再由快递人员
点对点派送。派送人员电动车后座上有一个保温箱，箱中装着
用户购买的商品，每次配送完一家，需回到临近点位拿上下一家
的产品再进行配送。据他介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天气炎热，
冷冻生鲜即使在保温箱中也无法放置过久。一旦融化，不仅影
响口感，严重的还会变质。

菜拿到手后，王斌先打开了预制菜的层层包装。各道预制
菜内里的食材塑封包装，外套纸盒，然后再加一层塑料膜。从烹
饪方法来看，蒜香小龙虾、鱼香肉丝、红烧狮子头的步骤最为简
单，仅需打开包装装盘后放入蒸锅或微波炉中加热即可；黑椒牛
肉粒、牛肉煲则需要自备葱、姜、土豆、胡萝卜、冬瓜等配菜，翻炒
或加水熬制；金汤酸菜鱼则需要解冻后，鱼片焯水、酸菜过油，然
后再加水和调料煮熟。

令他没想到的是，尽管包装上注明了“3分钟现煮即享”“3分
钟美味呈现”等字样，但实际操作起来，这6道免切、免洗、免调
味、即烹即食的预制菜却用了近2个小时才完成。

金汤酸菜鱼和黑椒牛肉粒在正式制作前需自然解冻。这两
道菜光解冻就用了1个小时。而无需解冻的鱼香肉丝直接倒进
盘子放入蒸锅加热，热好后出汤过多，影响口感。另外，因为每
道菜都需要单独加热，这些菜只能“排队”等锅和燃气灶，最后一
道菜热好后，前面的菜就凉了。菜里油大，降温后上面结了一层
皮儿，菜就凝住了。

在王斌看来，多数菜品的味道尚可。不过，鱼香肉丝与一般
饭店做出来的却有些不同。在该订单下，有多位用户评价时也
提到了这一点。“难吃，腥。”“跟我家楼下菜馆的味道差得有点
多。”“不太好吃，这种菜还是新鲜的味儿正常。”用户评价写道。

预制菜成为不少餐饮企业发力

的重要方向。面对这样一个万亿

级赛道，各路企业也纷纷涌入。

万亿级赛道

B端仍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艾媒咨询首席分析师，张毅长期关
注新经济行业。今年上半年，他发现一些电
商平台上预制菜销量增长十分迅猛。“有的增
幅已经达到200%、300%。根据我们监测来
看，部分平台的数据实际更高。”张毅说。
预制菜持续走热与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地

反复出现密切相关。由于暂停堂食，不少餐
饮企业受到冲击。然而对于一些已经涉足预
制菜的餐饮企业来说，这种影响则小了不少。
很多北京食客对于主打川菜的眉州东坡

酒楼并不陌生。该酒楼隶属于眉州东坡（北
京）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眉州东坡）。早在
2008年，眉州东坡便发起设立四川王家渡食
品有限公司（简称王家渡），开始了中餐标准
化的探索与实践。“我们以川菜类预制菜为主
要赛道，并结合眉州东坡酒楼的经典、热销菜
品进行开发和转化。”王家渡资深营销副总经
理王路明对记者说。
预制菜在国内早已出现，但频频进入大

众视野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张毅告
诉记者，国内预制菜最早主要面向B端（即企
业），比如供应餐厅、酒店等，而这也是普通消
费者对其并不了解的重要原因。
对于餐饮企业而言，涉足预制菜的好处

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常经营成本较高，使
用预制菜不仅能够降低人工成本和厨房租金
成本，还可提升餐厅出餐效率。天津市烹饪
协会副会长、秘书长孔令涛对记者说，在餐饮
行业，房租在经营成本中占较大比例，在店面
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厨房面积，将会
增加店面的收益。也就是说，预制菜通过减
少后厨空间及部分后厨人员，可大幅节省餐
厅运营成本。而在C端（即消费者），中青年
是预制菜的主要消费群体。“近年来，‘宅经
济’‘懒人经济’迅速崛起，一些‘90后’‘00后’
属于烹饪‘小白’，不善于做饭，再加上他们生
活节奏较快，不一定会在做饭上面下功夫。
预制菜可以解决他们一部分用餐的需求。”孔
令涛说。

“2021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经达
到3459亿元。”根据张毅领衔的艾媒咨询研
究团队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制菜
在B端的市场份额仍占80%左右。然而面向
未来，张毅十分看好C端对预制菜市场的促
进作用。
“预制菜本质是减少菜品加工程序，方

便消费者更快捷地享用美食。近七成消费
者购买预制菜的目的是节省时间，可见预制
菜在C端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艾媒咨询
预测，2026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
10720亿元。

消费者定位

女性是主力人群

正是由于市场潜力巨大，预制菜如今已
经吸引了众多企业入局。
企查查最新披露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预

制菜相关企业已经达到6.6万家。多位业内
人士表示，由于国内菜品种类繁多，各地区饮
食结构不同，因此单一企业难以全面覆盖，细
分品类仍有较大机遇。
眼下，涉足预制菜市场的不只是专业的

预制菜企业，还包括速冻食品企业、餐饮企
业、水产企业、电商平台等。据记者了解，王
家渡的预制菜产品全部来源于眉州东坡厨政
团队合力研发，致力于将酒楼的招牌菜高标

准还原为预制菜，而这也是该公司预制菜产
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王家渡预制菜客群包
括精致妈妈、都市白领等类型消费者。“我们
希望消费者购买高品质的预制菜从而获得在
家做饭的良好体验，并尽量还原餐厅现做的
味道。”王路明说。
电商平台京东提供的数据显示，女性购

买预制菜的占比较高，达到56%。“36岁至45
岁的人群购买预制菜最多，其次是26岁至35
岁的人群。”京东相关负责人对记者透露，从
他们平台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价格在36元
至50元的预制菜最受消费者青睐。
“C端消费者对预制菜的主要诉求是省

时、健康、性价比高。”张毅告诉记者，树立预
制菜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强品牌知名度将
是预制菜企业今后需要关注的重点。
尽管预制菜市场空间大，但行业竞争日

趋激烈。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消费
升级的趋势十分明显，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口
味、营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消费者
越来越倾向于选购品牌知名度更高的产品，
对品牌的信任度和依赖度越来越高。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预制菜企业只有树立良好的
品牌形象才能区别于同类竞品，进而走出激
烈的价格竞争。至于品牌本身，则是综合实
力的体现，需要企业在产品宣传、新品研发、
生产控制、物流配送、食品安全等多方面持
续努力。

中餐标准化

预制菜怎样寻求好味道

预制菜是将“三产融合”的典型业务模
式，而这也是张毅看好预制菜市场的重要
原因。
今年上半年，广东曾发布《加快推进广

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其中
明确提出建立省级优质预制菜企业培育
库，重点扶持以“菜篮子”产品预加工为核
心，牵引上游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下游餐
饮以及配套制造业发展，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广东预制菜企业发展壮大，培育广东
预制菜十强百优企业，力争五年内培育一
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预制菜龙头
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充分发挥其在新发
展格局中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作用。中
国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预制
菜前端连接着农林牧副渔业的食材供应
商，后端连接着消费市场，具备“接一连三”
的天然优势。

预制菜是中餐标准化的重要探索。仅
以预制菜的上游来看，就涉及家禽养殖、畜
牧养殖、水产养殖、蔬菜种植以及调味品等
领域。“原材料的价格变动对预制菜成本影
响较大。直接材料成本（包括主材、辅材及
调味品等直接原材料投入）占公司产品总成
本的90%以上。”江苏一家预制菜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消费者口味南北差异大且复杂
多变的消费者需求导致很难找到能够产生
规模效应的菜品方向，进而打造出全国性大
品牌。

张毅认为，预制菜对相关企业供应链
水平要求颇高，既要保证食材的新鲜度，又
要能给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以满足消
费者对多场景、多口味的需求。此外，预制
菜对冷链技术要求高，且国内菜系种类繁
多，消费者对预制菜口味满意度与烹饪技
术相关联。这些就导致预制菜存在难以把
控的风险。
“预制菜本身包含的产品类型比较多，

在还原方式上也不尽相同。我们尽可能通
过对食材前处理、口味调试、工艺改进以及
全链条严格控制贮存条件，来保证菜品的还
原度。”王路明告诉记者，预制菜开发设计的
关键在于菜品口味的还原度和产品生产过
程的可标准化程度，而这就需要将传统烹饪
技法与现代工艺有效结合，既能从产品形
态、口味等方面高度还原餐厅现场制作的菜
品，又能在工厂实现生产流程的标准化和产
品品质的高稳定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预制菜被摆上百姓的餐桌，其背后的食品
安全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网友关于预制
菜的投诉主要集中在菜内有异物、味道不好、超出预计送达时
间、鲜度无法保证等问题。

记者注意到，许多菜品需要在-18℃以下的冷冻条件下保
存，保质期能达到1年。这意味着，速冻和冷藏环节对预制菜来
说至关重要。如果在储运过程中温度达不到标准，很容易造成
预制菜变质。同时，在“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中，保温箱里放置的
冰袋数量以及规格都会影响新鲜度。一位餐饮行业从业人员表
示，预制菜一般是商家提前做好后，使用液氮等速冻技术将食品
温度降低到-18℃以下冷冻保存。在此过程中，食品安全隐患主
要发生在两个环节，一是预制菜的原料端，比如食材的新鲜度；
另一个则是在预制菜的储运过程中。

据了解，目前预制菜厂商众多，竞争较为激烈，但规模化企
业不多。中国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预制菜涉及的产业链
较长，关联企业较多，但由于缺少针对性及有效的预制菜生产、
食品安全标准和质量控制规程，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加工
工艺良莠不齐，导致预制菜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在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预制菜》团体标准中，对预制菜的
感官要求明确了外观、色泽、组织结构、滋味气味及杂质5个方
面。其中，预制菜的外观应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外观形态，无明显
变形、残缺或破损；杂质方面则要求外观无肉眼可见杂质、咀嚼
无可感知的杂质等。另外，该标准在“理化指标”一栏中明确，动
物性预制菜中，每100克畜禽肉的过氧化值不得高于0.25克；每
100克水产干制品的过氧化值不得高于0.6克；每100克腌腊禽制
品的过氧化值不得高于1.5克。“在《预制菜》团体标准中，26个规
范性引用文件中的23个都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中国烹饪
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预制菜领域，仓储物流及冷链运输能力影
响着业务辐射范围，其成本也制约了预制菜行业的发展。“不管
是速冻技术还是冷链储运，该成本对企业来说都是考验。组建
自有冷链运输车队、购置信息化物流系统都需要不小的资金支
持。”一家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的厂商通过线
上销售，与冷链物流公司合作实现预制菜的配送；也有的电商平
台依托自有配送网络实现预制菜的保鲜和冷运。

京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京东平台销售的预制菜已
超过5000种。京东从商品打包、分拣，到冷链仓储、运输，再到高
效日配，发挥京东的冷链仓储网、冷链运输网、冷链配送网“三位
一体”综合冷链服务能力，确保消费者购买的预制菜商品品质的
新鲜度。业内人士认为，对预制菜厂商来说，找到合适的渠道触
达方式和适合企业的配送模式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如何兼
顾便捷性和有效性，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是预制菜厂商需要思考
的问题。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韩启 宁广靖

风口之上 预制菜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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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郝一萍 宁广靖 韩启

从购买到进嘴，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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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红桥区的艳姨是预制菜的拥趸。由
于工作较忙且不爱做饭，她年轻时很少在家下
厨，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外出就餐。这就导致她
和许多中老年人不同，年过50岁却还是烹饪
“小白”。直到退休后有了外孙，艳姨在被迫做
饭后逐渐找到了乐趣。然而，几十年的烹饪经
验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找补回来的。于是，除
了空气炸锅、料理棒、早餐机等各类小家电之
外，搭配好调料、加工过食材的预制菜就成了她
的下厨必备品。

在艳姨家，不仅有一个600升的双开门冰
箱，还有一个及腰高的冰柜，里面堆满了各类包
装好的预制菜。比如，冷藏室里有塑封的扒鸡、
火腿，以及整坛的泡菜、肉罐头、辣酱、火锅底料
等，而冷冻室和冰柜里面堆得更满。

艳姨拿起一袋冻饼介绍：“这是手抓饼，每
次吃的时候拿出来一张，无需解冻，不用放油和
调料，直接在锅里小火加热就行，还可以加一些
自己喜欢的配菜，比如火腿、鸡蛋、生菜等，3分
钟就能搞定。”像这样的手抓饼，她的冰柜里共
有5袋，每袋里面都有10张饼。

这并非是艳姨第一次买手抓饼，此前她也
有过不愉快的购买经历。“手抓饼送来都是放在
泡沫箱子里的，箱子里要塞满冰袋。不过有一
次，我拆开箱子之后，发现有股酸酸的味道，打
开包装一看，里面的饼都坏了。”她说。

记者在艳姨家的冰箱冷冻室里还发现了一
摞意大利面。“我家外孙特别喜欢吃意大利面。
我觉得外面卖的不如自己家里做的卫生，就买
了很多放在家里。每袋里面都有一份面和一份
酱。吃之前我会先煮面，在水里撒上自带的盐
和橄榄油，煮20分钟后捞出；然后，拿小炒锅翻
炒意大利面酱，将酱盖在面上，再撒上黑胡椒、
芝士粉，就可以吃了。”这道意大利面在
艳姨的“菜谱”中实属“高端料理”。用
她的话来说，要不是为了外孙，是不会
考虑那么复杂的预制菜的。“直到现在，
我做这道意大利面也要对着说明书一
步一步来，就这样还经常搞混盐和芝士
粉呢！”她说。

除此之外，艳姨的冰箱里还有酸菜
鱼、番茄牛腩等多种预制菜。艳姨表
示，她喜欢买预制菜的主要原因，首先
是方便，其次是有成就感。每次做完
饭，她总是满怀期待地问大家好不好
吃。“如果他们说好吃，我会特别有成就
感。这就是我做的啊！”她说。

对于67岁的王珍来说，在尝试
过一次预制菜之后，她再也不愿意
购买预制菜了。

其实，王珍有一手好厨艺，做饭
对她来说不算难事。但最近天气太
热，王珍每次在厨房做饭都满头大
汗。有时候，她会在楼下市场买点
现成的熟食作为午餐和晚饭。但前
几天，两个朋友要来家里拜访她，用
楼下的快餐招待就显得有些“对付”
了。于是，她在网上订购了3个菜，
即梅菜扣肉、麻辣虾锅和花生猪脚
汤，一共花了114.8元。
“钱没少花，但没吃饱。”王珍

说，包装上的图片看着满满一大盘，
但打开后却让人觉得“货不对板”。
“这几个菜品只介绍了总重量，没有
标明肉和素菜的净含量。比如，包
装上标注500克的梅菜扣肉做出来，
没多少实实在在的肉，大家夹几筷
子就都没了。麻辣虾锅也差不多，
配菜太多，虾却没几只。不到50元
买的花生猪脚汤还不如一份30元的
自热小火锅。”王珍表示，这几个菜
对她们来说都偏油偏咸，对老年人
来说感觉并不太健康。

王珍平时很注重饮食健康。她
尽量采购有机蔬菜，在调味料的选
择上也是越简单越好。“我平时炒蔬
菜只放点生抽和盐，看到这些预制
菜包装后面的成分表中列出的添加
剂，就觉得不健康。如果以后再来
客人，我不会再选择预制菜‘临时救
急’了。”王珍觉得，预制菜从味道到
价格都令她失望。对比外卖平台上
同等菜品的价格，预制菜的价格并
不低，有的甚至偏高。以梅菜扣肉
为例，算上优惠券，王珍花了 26.8
元。而在外卖平台上，梅菜扣肉有
的不到20元就能买到。

王珍告诉记者，这种本来以方
便为卖点的预制菜还很麻烦。那天
客人走后，她对着水池里的一堆需
要清洗的锅碗发愁。这些菜油大，
沾在锅碗上很难刷。她说：“光收拾
锅碗就用了半个多小时。价格没
优势，不如直接订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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