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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市场何时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火锅菜单的持续创新似乎不再能

• 领先企业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巩固地位？

确保企业长盛不衰。致力于吸引

• 消费者对自热火锅、火锅外卖和在家自制火锅等新兴火锅的态度。
• 未来火锅汤底的创新方向，以及地方美食如何在火锅领域发挥作用？
• 火锅品牌如何在这块同质化严重的红海市场突围？
火锅餐饮市场由三大类型火锅主导——川渝火锅、老北京涮羊肉和潮汕牛肉火锅。同
时，小众地方风味火锅也在兴起。2020年的疫情震荡了火锅市场，不过得益于后疫情
时代的需求升温和零售热潮，该市场的前景依然乐观。
英敏特认为，火锅品牌需进一步整合O2O（线上到线下）业务，并优化运营和供应链
管理，以抵御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此外，火锅店需要从整体上对菜单进行创新和高
端化，并通过向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优质服务来升级用餐体验，以实现长期繁荣。

宠物主人等新兴消费群体，以及
融合中国元素来回应消费者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将成为实现差异化
的新方法。同时，地方风味火锅
崛起，而高端化趋势也从火锅本
身上升到整体菜单层面。新冠疫
情削弱了线下餐饮市场，但同时
也催化了零售趋势。”
– 俞文，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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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造成的干扰不太可能波及到未来的乐观增长
数据1: 火锅餐饮市场规模预测，中国，2015-2025年
• 全国有近60万家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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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 火锅店数量前十名城市，2020年
• 公司与品牌
• 疫情之下，火锅巨头继续逆势扩张
数据3: 前十名火锅品牌的餐厅数量，2019和2020年
• 品牌致力于进一步推进线上线下整合
• 利用IP合作打造品牌形象并在产品之外展开角逐
• 特色火锅为市场的长远发展注入活力
• 消费者
• 市场饱和度高，但小众火锅有望在某些城市崛起
数据4: 不同火锅的渗透率，2020年12月
• 消费者积极寻求便捷和产品丰富的最佳渠道
数据5: 火锅零售产品的购买渠道，2020年12月
• 定制化食材和就餐环境催生火锅外卖订单
数据6: 点火锅外卖的原因，2020年12月
• 整体对汤底的兴趣广泛，也存在一些区域性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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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7: 汤底的创新，2020年12月
• 甜品菜单或可成为体现高端化的差异点，尤其是对年轻食客
数据8: 火锅高端化，2020年12月
• 提高餐厅覆盖率和火锅品质，以在低线城市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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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
市场——您所需要了解的
• 受到冲击的火锅市场将在一年内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 2020年火锅店数量逼近60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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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火锅兴起，带来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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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火锅市场有望很快恢复元气

互动式数据手册

数据10: 火锅餐饮市场规模预测，中国，2015-2025年
• 2020年火锅店的数量接近60万家

同主题过往报告

数据11: 火锅店数量前十名城市，2020年
市场因素
• 新玩家进入火锅零售赛道，点燃战火
数据12: 三全、百草味和三只松鼠推出的自热火锅和火锅配菜示例
• 疫情期间，投资重心转向火锅供应链
• 高端火锅蕴含机会，促进未来增长
主要竞争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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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后，大型连锁企业巩固领先地位
• 火锅品牌争相提高认知度，以避免同质化竞争
• 地方美食启发火锅创新并注入活力
市场份额
• 新冠疫情加强了主导品牌的整合

英敏特2020年报告均包含专门
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和预测。
世界领先品牌依靠英敏特报告
获取最全面、客观和可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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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3: 前十名火锅品牌的餐厅数量，2019和2020年
数据14: 海底捞关键运营信息，2019和2020年
• 盒马杀进火锅江湖，提供堂食和外卖服务
数据15: 盒马火锅外卖和堂食火锅服务
竞争策略
• 品牌进一步加码线上线下整合
• 海底捞进一步应用智能厨房系统来简化流程和优化服务
• 玩家们希望提升品牌认知度，以增加存留率
数据16: 刘一手火锅推出的5款IP角色
数据17: 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蜀大侠旗舰店
谁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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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火锅的出现拓展消费者认知
数据18: 创新本土火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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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9: 创新外国火锅示例
• 主题火锅餐厅将创新推向新高度
数据20: 凑凑和小龙坎的主题火锅店
数据21: 主题火锅店示例
• 哔哩哔哩将自制纪录片中的火锅“复制”到现实生活中
数据22: 哔哩哔哩火锅纪录片《生活如沸》
数据23: 哔哩哔哩火锅店
消费者 ——您所需要了解的
• 几大火锅类型主导火锅红海
• 居家火锅和堂食火锅的不同期待
• 品牌需要采用整体高端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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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火锅的渗透率
• 三大区域火锅建立了全国知名度
数据24: 不同火锅的渗透率，2020年12月
数据25: 不同类型火锅的顾客流失率，2020年12月
• 在本土化和正宗之间取得平衡，让热门火锅走向全国
数据26: 吃过且喜欢前三大热门火锅类型的被访者（按城市区
分），2020年2月
• 人气较低的火锅不妨优先发展特定地区
数据27: 吃过且喜欢其他类型火锅的被访者（按城市区分），2020
年12月
火锅零售产品的购买渠道
• O2O零售商对传统购买渠道构成威胁
数据28: 火锅零售产品的购买渠道，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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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店零售需要拓展产品系列和渠道
数据29: 火锅零售产品的购买渠道——频度分析，2020年12月
点火锅外卖的原因
• 定制化是强烈动机，而非卫生因素
数据30: 点火锅外卖的原因，2020年12月
• 年轻消费者和宠物主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火锅营销
数据31: 点火锅外卖的原因——“可以边吃火锅边在家休闲”（按年龄
和居住成员区分），2020年12月
汤底的创新
• 消费者对尝试新颖汤底有广泛兴趣
数据32: 汤底的创新，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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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线城市消费者明显更容易被吸引
数据33: 汤底的创新——频度分析，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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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4: 汤底的创新——频度分析（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2
月
• 受欢迎度呈两极化的火锅汤底或可瞄准特定区域
数据35: 汤底的创新（按城市区分），2020年12月
火锅高端化
• 消费者希望以质量和品味来证明高价格
数据36: 火锅高端化，2020年12月
数据37: 汤底的创新（按火锅高端化区分）——“营养价值高的火锅
汤底”，2020年12月
• 菜单升级需要超越火锅本身以脱颖而出
数据38: 火锅高端化——“搭配高端甜品”（按年龄区分），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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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对火锅的态度
• 堂食火锅吸引一线消费者，而低线城市消费者信任零售解决方案
数据39: 对火锅的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5月
• 吃火锅被大多数消费者视为社交活动
数据40: 点火锅外卖的因素（按对火锅的态度区分），2020年12月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想要了解更多内
容？
该报告是系列报告中的一篇，
旨在为您提供对该市场更全面
的了解 。

数据41: 火锅餐饮市场规模预测，中国，2015-2025年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英敏特2020年报告均包含专门
针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和预测。
世界领先品牌依靠英敏特报告
获取最全面、客观和可操作的
市场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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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reports.mintel.com

© 2021 Mintel Group Ltd. 所有版权归英敏特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