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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后疫情时代的居家烹饪和烘培活动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消费者对

• 健康意识高涨下的烹饪趋势

健康饮食的日益重视驱使他们更

• 烹饪和烘培的菜谱信息来源
• 健康饮食以及减盐的途径
• 不同场景的餐食需求
每周在家烘培至少几次的男性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下滑。与此同时，相较于独居消费
者，成员较多的家庭（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更常在家进行烘培活动，这意味着烘培
产品可瞄准现代家庭中的年轻男性。
新冠疫情的爆发促使消费者更重视健康饮食，也增加了他们的居家时间。在宅经济的
浪潮下，消费者持续投资家用食品。这也为厨房食品和家电品牌开创商机，拥抱消费
者在后疫情时代的新生活方式。
根据英敏特报告《新冠疫情下的中国消费者：2020年6月28日-7月2日》，2020年2
月新冠疫情期间，每天或几乎每天在家做饭的消费者比例达82%，但在2020年6月，

常采用更健康的烹饪方式，以及
保持饮食清淡。开发低/无/减钠
解决方案存在机遇，其关注度目
前仍不及无糖产品，以迎合消费
者不断演变的口味偏好。与此同
时，品牌应积极地利用数字渠道
激发消费者在烹饪和烘焙上的探
索欲，并强化与他们之间的情感
联系。“
- 鲁睿勋，高级研究分析师

当消费者的生活逐渐恢复常态后，该比例降至66%。虽然多数消费者在过去6个月仍每
周在家做饭至少几次，但其中仅有三分之一每天或几乎每天做饭。
新冠疫情爆发后，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意识持续上涨，因此对饮食中的不健康食物更
加谨慎。相较于中国市场盛行的无糖产品（尤其是饮料品类），减盐在新产品开发中
较少获得关注。消费者减少盐摄入量和保持饮食清淡的意愿为低钠选择以及盐替代品
提供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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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行动》倡导合理膳食
• 消费者
• 现代家庭中的新手父母值得特别关注
数据1: 烹饪和烘焙频率，2021年
• 对健康饮食的关注促进烹饪习惯的改变
数据2: 烹饪习惯的趋势，2021年
• 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媒体是最热门的菜谱信息来源
数据3: 菜谱信息来源，2021年
• 消费者主要从烹饪与加工食品着手控制盐的摄入量
数据4: 减少盐的摄入量，2021年
• 便捷的早餐、纵享的午餐与健康的晚餐
数据5: 不同场景的餐食需求，2021年
• 多吃新鲜果蔬，其次为保持饮食清淡
数据6: 健康饮食的定义，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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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低盐/无盐解决方案以迎合消费者对清淡饮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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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
数据7: 带有低/无/减钠宣称的新品占比（按品类区分），中国，
2016-2021年
数据8: 六月鲜轻盐酱油系列，中国，2021年
数据9: 低钠产品示例，法国、日本和英国，2019年和2021年
• 通过升级的方便面锁定居家早餐场景
• 现状
• 启示
数据10: 定位为早餐的方便面产品示例，韩国和越南，2016年和
2021年
• 利用数字渠道吸引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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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 启示
市场因素
• 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宅经济”
数据11: 消费变化趋势——花费变多了，2020-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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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小家电加强消费者与烹饪活动的联系
数据12: 厨房小家电的拥有情况和购买意向，2021年
• 健康中国行动明确提出合理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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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的崛起助力推广居家烹饪与烘培
互动式数据手册
烹饪和烘焙频率
• 虽然频率下滑，但在家做饭仍是主要的餐食解决方案
数据13: 烹饪和烘焙频率，2021年
数据14: 烹饪和烘焙频率——在家做饭（按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15: 烹饪和烘焙频率——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拥有小孩是烹饪活动的分水岭
数据16: 烹饪和烘焙频率——在家做饭（按居住成员区分），2021
年
• 25-39岁女性最热衷于烘培，而年轻男性值得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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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烹饪和烘焙频率——在家烘焙（按性别和年龄区分），
2021年
数据18: 烹饪和烘焙频率——在家烘焙（按居住成员区分），2021
年
烹饪习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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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康饮食趋势推动消费者改变烹饪习惯
数据19: 烹饪习惯的趋势，2021年
数据20: 烹饪习惯的趋势——用得更多了，2019年 vs 2021年
数据21: 煮面产品示例，中国，2021年
• 营养价值认知度影响烹饪习惯
数据22: 烹饪习惯的趋势——用得更少了（按居住成员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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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年轻消费者意识到了轻食的重要性，但还做得不够
数据23: 烹饪习惯的趋势——用得更多了（按年龄区分），2021年
菜谱信息来源
• 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媒体是最受欢迎的菜谱信息来源
数据24: 菜谱信息来源，2021年
数据25: 菜谱信息来源——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 中老年群体更依赖电视烹饪节目，而年轻消费者青睐节目的娱乐性
数据26: 菜谱信息来源——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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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盐的摄入量
• 有小孩的消费者在烹饪时减少盐与其他调味品的用量
数据27: 减少盐的摄入量，2021年
数据28: 减少盐的摄入量——部分选项（按家庭构成区分），2021
年
• 更多消费者减少叫外卖的频率以达到减盐目的
数据29: 减少盐的摄入量，2018年 vs 2021年
数据30: 减少盐的摄入量——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 较富裕的家庭与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寻求低盐/无盐的替代品
数据31: 减少盐的摄入量——购买低盐/无盐的食品（按家庭月收入
和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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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2: 带有低/无/减钠宣称的食品产品示例，中国，2021年
不同场景的餐食需求
• 推出便利性升级的健康早餐解决方案
数据33: 不同场景的餐食需求，2021年
• 工作日需要健康与便捷，休息日则重视纵享
数据34: 不同场景的餐食需求，2021年
• 年轻消费者于大多数场景都不愿在口味上妥协
数据35: 不同场景的餐食需求——工作日午餐（按年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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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健康饮食的定义
• 保证足量且丰富的食品摄入是首要关键
数据36: 健康饮食的定义，2021年
• 促进健康的清淡饮食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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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37: 健康饮食的定义——饮食清淡（按年龄和居住成员区
分），2021年
• 最少加工在营销沟通中变得重要
• 健康饮食无需将肉类排除在外
• 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对健康饮食有更多维的解读
数据38: 健康饮食的定义频度分析（按教育程度区分），2021年
数据39: 健康饮食的定义（按教育程度区分），2021年
数据40: 带有低/无/减卡路里宣称的餐食解决方案与调味品的产品
示例，中国，2020-2021年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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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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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