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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通过升级配菜将方便面定位为正餐解决方案

“方便面不再是为了充饥万不得已

• 将地方风味引入自热火锅

的选择。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升

• 从粉面开始还原异域和区域美食

级帮助方便面摆脱没有营养的负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方便食品市场增长。产品升级和创新扭转了方便面的负面形象，

面形象，并清除消费障碍。拥有

并助其突破了主要消费壁垒。自热技术通过提升的便利性进一步抬升了消费者对方便

全新形象的方便食品将在便利的

食品价格的接受度，为品牌高端化传递出积极的信号。
尽管生活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但与新冠疫情爆发前相比，方便食品的消费仍有所增

基础上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多元

加。不断减少的“负面”成分以及不断丰富的产品种类，让方便面在满足消费者多元的

的饮食需求，并且成为餐饮品牌

饮食需求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驱动市场增长。

提供“无界餐饮”的理想形式。“
– 鲁睿勋，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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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5: 方便面市场的领先企业（按销售量份额区分），
2019-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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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8: 煮面产品示例，中国，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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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综述
PDF格式完整报告
演示文稿
互动式数据手册
同主题过往报告

数据 29: 海底捞方便粉面和米饭产品示例，中国，2020年
数据 30: 肯德基kaifengcai （开封菜）产品系列
• 通过体育营销强化健康形象
数据 31: 康师傅 X 中国冰雪，中国，2021年
谁在创新？
• 创新趋势概览
数据 32: 膳食和餐点的上市新品（按子品类区分），中国，
2016-2020年
数据 33: 方便面上市新品的平均营养价值，中国，2016-20年
数据 34: 方便面上市新品的热门宣称，中国，2016-2020年
• 带有健康光环的方便面
数据 35: 低碳水方便面产品示例，日本，2020-2021年
数据 36: 有功能宣称的方便面产品示例，日本、英国和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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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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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
• 还原地道区域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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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38: 白家阿宽大厨，中国，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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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41: 食用频次，2021年1月
• 30岁以下消费者是自热火锅的核心消费群体
数据 42: 食用频次——每月至少1次（按年龄区分），2021年1月
价格偏好
• 与烹煮方式相比，粉面类型更能保障更高的价格
数据 43: 价格偏好，2021年1月
• 消费者对自热食品更为慷慨
• 25岁以下人群预算有限
数据 44: 价格偏好——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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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面愈发重要的压力管理作用
数据 47: Peyoung推出的超超超超超超大份方便炒面，日本，
2020年
• 宣传营养信息，消除消费者顾虑
数据 48: 方便面的形象认知（按食用频次区分），2021年1月
对高端化属性的兴趣
• 汤底相较肉类配菜更能推动高端化形象
数据 49: 对高端化属性的兴趣，2021年1月
数据 50: 霸蛮NFC汤包
• 丰富且营养的配料有助于拓展客群体
数据 51: 对高端化属性的兴趣——TURF分析，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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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2: 对高端化属性的兴趣的频度分析，2021年1月
对粉面类型的偏好
• 消费者拥抱异域和地方特色粉面
数据 53: 对粉面类型的偏好，2021年1月
数据 54: 对粉面类型的偏好——部分选项，2016年11月及2021年1月
• 较年长消费者和高收入人群追求健康之选
数据 55: 对粉面类型的偏好——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1月
数据 56: 对粉面类型的偏好——部分选项（按个人月收入区分），
2021年1月
对自热火锅的风味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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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的兴趣敦促品牌丰富风味品种
数据 57: 对自热火锅的风味兴趣，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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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8: 对自热火锅的风味兴趣的频度分析，2021年1月
• 云南野生菌风味对较年长消费者更具吸引力
数据 59: 对自热火锅的风味兴趣——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
2021年1月
• 将异域火锅风味引入自热食品
数据 60: 对自热火锅的风味兴趣——异域风味（按性别区分），
2021年1月
附录——市场规模、细分与预测
数据 61: 方便食品销售额市场份额（按细分区分），中国，
2018-2020年
数据 62: 方便面的零售总额及预测，中国，2015-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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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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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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