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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消费研究团队 

自热火锅，即无需借助火源或电力，仅需添加冷水
至发热包，发热包加热产生水蒸气便可将食材蒸煮
至可食用状态的一款火锅类方便食品。自热火锅的
新颖食用形式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关注，其即时食用
的特征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受到消费者青睐。自热
火锅产品需求量攀升，促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至 2018 年，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由 2.3 亿
元增长至 44.9 亿元。 

热点一：“懒人经济”迅速发展，自热火锅需求增多 

热点二：“明星效应”促进购买自热火锅消费者数量攀升 

热点三：电子商务带动自热火锅销量增长 

消费者生活品质提高且互联网、高新技术等不断为消费者生活

带来便利性，促使“懒人群体”日益扩大，即满足消费者“懒”需求

的商机日益增多，“懒人经济”迅速发展。如为满足懒人消费群

体可随时随地享用火锅的“懒”需求，自热火锅产品即时食用的

特征受到大量消费者青睐，行业迎来利好发展局面。 

 

自热火锅品牌企业通过邀请明星代言、院线映前广告及电视节

目推广进行营销已成为行业普遍现象。借助明星的公众影响

力，自热火锅逐渐成为快餐类消费热点，购买自热火锅的消费

者数量攀升，带动产品需求量增长。自热火锅市场知名度及认

可度逐步提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发展迅速。 

 

随着互联网不断普及，电子商务发展兴盛，消费者购物习惯逐

渐发生改变。线上销售渠道逐渐成为自热火锅的主要销售渠

道，自热火锅线上销售的电商平台包括天猫、淘宝、京东等，

2017 年天猫平台上销售自热火锅的商家数量有近 200 家，2018

年天猫平台上销售自热火锅的商家数量已超过 300 家。自热火

锅于 2018 年“双十一”当天全网销售量突破 450 万份，相较 2017

年同比增长超过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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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快餐、火锅、懒人经济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

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

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9 月完成。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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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懒人经济：满足消费者“懒”需求的商机。 

 明星效应：借助明星公众影响力，为品牌企业带来流量，从而带动产品销量增长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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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综述 

2.1 自热火锅定义及分类 

自热火锅，即无需借助火源或电力，仅需添加冷水至发热包，发热包加热产生水蒸气便

可将食材蒸煮至可食用状态的一款火锅类方便食品。自热火锅常由食材、发热包、食材锅和

锅盖组成，其加热原理为发热包（内含生石灰、活性炭等成分）与水接触发生反应后会快速

释放热量，水温加热后所产生的高温水蒸气可加热火锅食材。自热火锅的新颖食用形式吸引

了大量消费者关注，其即时食用的特性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受到消费者青睐。 

根据产品口味划分，自热火锅可分为传统川渝火锅口味及创新口味（见图 2-1）：（1）

传统川渝火锅口味，即常见的麻辣口味，因其辣味佳，受到辣味偏好消费者群体青睐；（2）

创新口味，即为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口味需求而生产的口味类型，如韩式部队锅、番茄牛腩、

酸菜鱼、脆爽牛肚等口味。 

图 2-1 自热火锅分类（根据产品口味划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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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历程短，可划分为初步发展阶段和高速发展阶段（见图 2-2）。 

（1） 初步发展阶段：（2015 年-2016 年） 

2015 年至 2016 年为中国自热火锅行业的初步发展阶段，市场参与者少且多为知名度

低的小型企业，因消费市场培育力度不足，消费者对自热火锅的认知度差，导致自热火锅产

品市场需求量小。此阶段，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多通过微商的方式销售自热火锅产品，市场普

及度低且规模难以扩大。 

（2） 高速发展阶段：（2017 年-2018 年） 

2017 年，大量知名餐饮品牌企业进入自热火锅市场，如海底捞、小龙坎、大龙燚、德

庄等企业，为自热火锅行业带来流量，加速消费者市场培育，促使选择购买自热火锅产品的

消费者数量攀升。此阶段，自热火锅品牌企业不断加大营销力度及拓宽自热火锅销售渠道：

①通过明星代言、院线映前广告及电视剧广告植入等方式进行推广；②通过天猫、淘宝、京

东等线上渠道或便利店、商超等线下店铺渠道进行销售，进一步扩大客户群体。2018 年“双

十一”当天自热火锅的全网销售量超过 450 万份，同比增长超过 2 倍，自热火锅行业已进

入高速发展阶段。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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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3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产业链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产业链上游参与主体为自热火锅原材料供应商及自热火锅代工生产

厂商，中游环节参与主体为自热火锅品牌企业，下游环节涉及销售渠道及消费者（见图 2-3）。 

图 2-3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产业链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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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上游分析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产业链上游环节参与主体为自热火锅原材料供应商及代工生产厂商。 

自热火锅原材料供应商： 

自热火锅原材料供应商为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提供生产自热火锅所需的火锅底料、餐

具、肉制品、蔬菜包、发热包等。上游自热火锅原材料价格易受市场供给关系及经济周期等

宏观因素影响，如生猪供不应求致使猪肉涨价，从而导致肉制品价格上涨。上游自热火锅原

材料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中游自热火锅品牌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中游自热火锅品牌企

业的利润率。自热火锅原材料行业准入门槛低，产品附加值低，且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有

众多原材料供应商可选，因此上游自热火锅原材料供应商对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议价能力

低。 

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 

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利润率为 30%左右，其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火锅食材原材料成本、

劳动力成本、生产设备成本等，其中劳动力成本为代工生产厂商核心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

的占比约为 50%，火锅食材原材料的成本占比约为 20%，生产设备的成本占比约为 20%，

其他成本的占比约为 10%。中国知名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包括筷时尚、盈棚食品等企业，

因自热火锅品牌集中于川蜀地区，川蜀地区代工业务需求量高，因而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

主要分布在重庆、四川地区。自热火锅代工生产厂商行业门槛低，市场参与者众多，中游自

热火锅品牌企业选择余地大，因此代工生产厂商对中游自热火锅品牌企业议价能力低。 

2.3.2 中游分析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产业链中游环节参与主体为自热火锅品牌企业。 

自热火锅品牌企业：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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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利润率为 25%左右，其成本主要包括代工生产成本、市场推广成

本、人力成本等，其中市场推广成本及人力成本为企业核心成本，合计在总成本中的占比

约为 50%，代工生产成本的占比约为 10%。因前期自主建厂投资成本巨大，超过 90%的

自热火锅品牌企业选择代工生产厂商以减少成本支出。 

现阶段，中国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已超过 300 家，行业集中度高，2018 年头部企业海底

捞、小龙坎、大龙燚、德庄的合计市场份额占比已超过 50%。此类头部自热火锅企业品牌

效应强，消费者对产品品牌认可度高。除传统火锅品牌企业外，火锅上下游企业（如食材供

应商新希望集团美好食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厂商四川筷时尚食品有限公司等）及休闲零食

品牌企业（如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等）也相继进入自热火锅行业，陆续推出自热火锅产品，

推动行业迅速发展。行业参与者数量的增多将导致市场影响力及竞争力低的企业逐步被淘

汰，未来自热火锅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头部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对代工生产厂商的业务需求量高且品牌影响力大、客户粘性强，

对代工生产厂商具有高议价能力。相较于头部自热火锅品牌企业，中小型自热火锅品牌企业

普遍综合经济实力弱，对代工生产厂商业务需求量低且品牌影响力小，因此中小型自热火锅

品牌企业对代工生产厂商议价能力弱。 

2.3.3 下游分析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产业链下游环节涉及销售渠道及消费者。 

（1）销售渠道 

自热火锅产品的销售渠道包括线上和线下销售渠道：①线上销售渠道为电子商务平台，

如天猫、淘宝、京东等；②线下销售渠道包括便利店、商超等实体店铺。在行业初步发展阶

段，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多通过微商、电商等渠道销售自热火锅产品。随着自热火锅市场逐步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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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消费者对产品需求量不断提高，线下渠道陆续引进自热火锅产品。现阶段，自热火锅

线上销售渠道及线下销售渠道各占 50%左右，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趋势有助于扩大消费

者受众面，推动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迅速增长。 

（2）消费者 

购买自热火锅产品的消费者主要为年轻消费者，年龄集中分布在 18-30 岁，其中 18-

24 岁的消费者群体占比为 47%左右，25-30 岁的消费者群体占比为 20%左右，其他为 33%

左右（见图 2-4）。此外，学生及白领消费者群体为购买自热火锅的主力群体且多分布于广

东、浙江、江苏等地区，其购买目的多为好奇尝鲜、满足饮食便捷性等。随着居民消费能力

提升，消费者消费需求愈加多样化，对自热火锅产品口味、食材要求不断提高，将促进自热

火锅企业对旗下产品进行创新。此外，因中游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对旗下自热火锅产品定价能

力强，下游消费者议价能力弱。 

图 2-4 消费者画像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现状 

2018 年，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已超过 300 家，市场参与者包括传统火锅企业、火锅上下

游企业、休闲零食品牌企业等。因川渝地区消费者对火锅消费热情高，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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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四川、重庆等地区，川渝地区自热火锅代工业务需求量高，从而促使自热火锅代工生

产厂商也集中分布在四川、重庆等地区，产业聚集效应明显。 

随着自热火锅产品普及度持续升高，购买自热火锅的消费者数量攀升，自热火锅行业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已攀升至 44.9 亿元。自热火锅行业发展迅速，现阶段，线上电商

平台上销售自热火锅的商铺数量已超过 300 家且销量高达上万件。行业初步发展阶段，消

费者购买自热火锅多为体验尝鲜，随着消费者新鲜感渐退，单一口味自热火锅将难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多通过推出多样化口味产品吸引消费者注意，从而提升市场竞

争力。 

2.5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 

受益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升，消费者消费需求升级，对饮食便捷性要求提高。自热火

锅的即时食用特性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受到消费者青睐，自热火锅产品需求量攀升，促使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至 2018 年，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由 2.3 亿元增长至 44.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550.7%（见图 2-5）。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的

原因为：大量知名企业相继进入市场，通过多元化营销方式加深消费者对自热火锅产品认知

度，促进产品销量快速增长，从而促使自热火锅行业市场爆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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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以销售额计），2015-2023 年预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未来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规模将保持缓慢增长，预计在 2023 年达到 134.5 亿元。

其增速减缓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1）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及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消费者对绿色健康的饮

食需求量逐渐提升，自热火锅作为快餐类食物，菜品单一、营养不均衡等问题致使

其市场规模增速减缓。 

（2） 因自热火锅市场需求量有限且随着部分消费者尝鲜劲头逐渐消逝，市场将流失部分

消费者群体，预计未来五年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将放缓。 

3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驱动与制约因素 

3.1 驱动因素 

3.1.1 “懒人经济”迅速发展，自热火锅消费需求增多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促使居民收入不断提升。2014 年至 2018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 20,167.1 元增长至 28,228.1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8.8%（见图 3-1）。消费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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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质提高且互联网、高新技术等不断为消费者生活带来便利，促使“懒人群体”日益扩大，

即满足消费者“懒”需求的商机日益增多，“懒人经济”迅速发展。如为满足懒人消费群体

可随时随地享用火锅的“懒”需求，自热火锅产品即时食用的特性受到大量消费者青睐，行

业迎来利好发展局面。 

与传统火锅相比，自热火锅具有以下便利优势：（1）相较家庭自制火锅，消费者食用自

热火锅无需购买及清洗食材、翻炒底料、清洗锅具等，仅需加入冷水便可实现自热火锅自行

煮沸的过程，减轻消费者下厨负担；（2）相较餐饮店铺火锅，消费者无需外出即可随时随地

享用，等待时间仅为 15 分钟左右，可节省大量时间。自热火锅可满足消费者即时食用的需

求，自热火锅的便利性受到消费者认可。受益于“懒人经济”迅速发展，购买自热火锅的消

费者人数不断增多，驱动自热火锅行业发展。 

图 3-1“懒人经济”迅速发展，自热火锅消费需求增多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1.2 “明星效应”促进购买自热火锅产品消费者数量攀升 

自热火锅品牌企业通过邀请明星代言、院线映前广告及电视节目推广进行营销已成为行

业普遍现象，示例如下：（1）自嗨锅邀请影视明星林更新为其自热火锅产品代言，林更新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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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直播等社交平台上大力宣传自嗨锅份量足且味道佳的优点，并为自嗨锅拍摄诙谐幽默

的产品广告用于宣传，明星效应迅速吸引大量消费者竞相模仿购买自热火锅产品；（2）自嗨

锅斥资数亿元在各大院线投放创意映前广告，如万达、大地、中影等知名院线，通过广告视

频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带动自嗨锅产品销量增长；（3）自嗨锅通过在电视剧《少年派》中

植入广告，电视剧镜头出现多次主角林妙妙享受吃自嗨锅的镜头，《少年派》的走红迅速提

升自热火锅市场认知度且吸引大量消费者购买品尝。凭借以上营销手段，自嗨锅获得 2018

年“618”当天天猫京东双平台同品类销量第一、2018 年“双十一”同品类销量第一等成

绩。 

借助明星的公众影响力，自热火锅逐渐成为快餐类消费热点，购买自热火锅的消费者数

量攀升，带动产品需求量增长。自热火锅市场知名度及认可度逐步提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行业发展迅速（见图 3-2）。 

图 3-2“明星效应”等营销方式推动自热火锅行业发展 

 
来源：自嗨锅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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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电子商务带动自热火锅销售量增长 

随着互联网不断普及，电子商务发展兴盛，消费者购物习惯逐渐发生改变。线上销售渠

道逐渐成为自热火锅的主要销售渠道，自热火锅线上销售的电商平台包括天猫、淘宝、京东

等，2017 年天猫平台上销售自热火锅的商家数量有近 200 家，2018 年天猫平台上销售自

热火锅的商家数量已超过 300 家。此外，自热火锅于 2018 年“双十一”当天全网销售量突

破 450 万份，相较 2017 年同比增长超过 2 倍。由此可见，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带动自热

火锅销售量的增长，推动自热火锅行业发展（见图 3-3）。 

自热火锅品牌企业线上销售成本低于线下且网络覆盖面大、市场渗透力强，有助于提高

自热火锅产品市场推广有效性。通过线上渠道，自热火锅产品可得到全面的展示，包括火锅

食材清单、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诱人的自热火锅图片及视频可有效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

对自热火锅销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食用自热火锅的消费者群体逐步增多，促使自热火锅行

业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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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电子商务带动自热火锅行业发展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2 制约因素 

3.2.1 行业缺乏政策监管，自热火锅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历程短，政府尚未针对行业出台全国性统一监管政策，导致自热火锅

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如在 2016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生产许

可分类目录》中，方便食品目录中仅包括方便米饭、方便粉丝、方便粥、方便豆花、麦片、

黑芝麻糊、油茶、凉粉、即食谷物粉等食品，尚未将自热火锅列入在内，意味着自热火锅行

业仍缺乏标准规范，不利于行业长期发展（见图 3-4）。 

作为火锅食品的创新产物，自热火锅产品一经面市即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行业发展

迅速。除火锅品牌外，大量火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零食品牌企业纷纷进入自热火锅市场，

市场参与者数量日益增多。因缺乏行业政策监管，自热火锅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尚未形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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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细则、标准，自热火锅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障，食品存在安全隐患。自热火锅包里的食材

品类单一、营养不均衡，且自热火锅食材内含防腐剂与大量香精，消费者食用后易出现安全

问题影响健康。自热火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致使消费者购买信心下降，制约了自热火锅行

业的发展。 

图 3-4 行业缺乏监管，自热火锅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2.2 产品存在安全隐患 

 在自热火锅的加热过程中，温度最高会达到 150 摄氏度且可保温至少 2 小时。此过程

中，若消费者未按照安全指示操作易引发安全事故，如餐盒爆炸、热汤飞溅等，导致人员受

伤。 

 消费者在加热自热火锅前需确认盒盖上的透气孔为打开、有效的状态，否则自热火锅

餐盒将因温度过高而发生爆炸现象。如某新闻报道称消费者在加热自热火锅过程中安全意识

薄弱，通过在自热火锅餐盒表面加盖一层锅盖以加强产品自热效果、确保密封性好，致使自

热火锅餐盒发生爆裂现象，最终导致消费者被烫伤。此外，另一新闻报导称消费者因未在自

热火锅底部放隔热垫，自热火锅加热温度过高导致 1cm 厚的玻璃餐桌炸裂，险些造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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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自热火锅的自热形式新颖度高，受到大量消费者青睐，但其加热过程温度过高，具有

一定危险性，存在安全隐患。自热火锅导致的安全问题已引发市场热烈讨论，对行业发展造

成了负面影响，致使消费者购买信心下降，是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4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政策及监管分析 

中国政府尚未针对自热火锅行业出台国家性的监管政策，已有的政策均是从地区性及宏

观角度出发，推动自热火锅行业发展（见图 4-1）。 

2017 年 8 月，为保证自热火锅产品的食品安全、规范生产加工行为，成都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成都市自热式方便火锅生产许可审查方案（试行）》，指出：（1）生产车

间应按原料进入、原料处理、半成品加工、灭菌、冷却、包装等生产工艺流程，有序合理布

局，防止交叉污染；（2）火锅底料及主要配菜包的关键控制环节为原料控制、调配、杀菌，

餐盒关键控制环节为耐高温及总迁移量的质量控制，自发热包关键控制环节为安全性及发热

总量的控制；（3）火锅底料及配菜包的生产设备应符合相对应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这一

地区性政策为规范自热火锅行业相关标准做出了示范，为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带来利好因素。 

2017 年 11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修正了《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为规范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活动，《办法》指出：（1）食品生产许可

实行一企一证原则，即同一个食品生产者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应当取得一个食品生产许可证；

（2）申请食品生产许可的企业应当具有生产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及相应的消

毒设施等；（3）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

物、不洁物。《办法》的修正加强了食品生产监督管理，推动自热火锅行业有序发展。 

2018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保障食品安

全及居民身体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指出：（1）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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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卫生，生产经营食品时，应当将手洗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等；（2）餐具、饮具和

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

（3）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与其

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制定了食品行业统一的国家安全标准，食品行业不断朝规范化方

向发展，有效促进自热火锅行业发展。 

图 4-1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相关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市场趋势 

5.1 消费者愈加青睐大型知名品牌自热火锅，行业集中度不断升高 

因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历程短，政府尚未针对行业出台具体的监管政策，自热火锅食品安

全问题难以得到保障。中小型品牌企业多通过代工生产厂商生产自热火锅产品，代工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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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资质参差不齐且企业代工经费预算有限，因此自热火锅食材包品质难以得到保证（见图 

5-1）。 

相较中小型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大型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具有生产规模及社会影响力，食

品安全违法成本高，因此将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大型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多拥有高

预算代工经费，对火锅食材包品质要求高，注重消费者食用安全，其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同

质化严重及竞争力低的部分中小型企业将逐步遭到淘汰。 

2015 年，自热火锅行业诞生，并于 2017 年市场规模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上百家品牌

企业陆续进入自热火锅市场。消费者对自热火锅的好奇、尝鲜劲头逐渐消逝时，大品牌凭借

口味、品质、品牌等优势吸引消费者，促使消费者对大型品牌自热火锅产品忠诚度日益提高，

头部企业效应愈加明显。现阶段，海底捞、小龙坎、大龙燚等头部企业合计占据超过自热火

锅市场份额的 50 左右%，消费者愈加青睐购买大型知名品牌自热火锅，促使自热火锅行业

集中度不断升高。 

图 5-1 消费者愈加青睐大型知名品牌自热火锅，行业集中度不断升高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2 品牌企业通过推出多元化口味自热火锅展开差异化竞争 

自热火锅产品同质化严重，其火锅食材包所含食材大同小异，多为藕片、土豆、粉条、

火腿肠、肉片等常见火锅食材。此外，大量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尚未拥有自建工厂，难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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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调料包、火锅食材包等，需通过代工生产厂商完成自热火锅产品的批量生产。市场中存

在大量自热火锅品牌企业通过同一家代工企业生产产品的现象，致使不同品牌间产品口味相

似度高、产品同质化严重。 

根据在自热火锅行业有四年市场运营经验的专家表示，自热火锅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日益

攀升，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正积极通过推出创新口味自热火锅、展开差异化竞争以提

高竞争优势（见图 5-2）。 

如海底捞推出番茄牛腩、麻辣嫩牛、脆爽牛肚、酸辣什锦、麻辣菌蔬等口味，大龙燚推

出麻辣牛杂、翘脚牛肉、菜多多等口味，自嗨锅推出泡椒鱼、藤椒鱼、韩式部队锅、咖喱牛

肉等口味。相较仅拥有川渝麻辣火锅口味自热火锅的品牌企业，多元化口味自热火锅产品可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有助于扩大客户群体，促进自热火锅销量增长。因此，为提高企业

竞争力，自热火锅品牌企业将积极展开差异化竞争是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图 5-2 品牌企业通过推出多元化口味自热火锅展开差异化竞争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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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6.1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于 2015 年起步，此阶段，市场参与者少且多为中小型企业，因企业

宣传推广力度有限，自热火锅消费市场培育力度不足。2017 年，大量知名品牌企业进入自

热火锅市场，如海底捞、小龙坎、大龙燚、德庄等传统火锅企业，为自热火锅行业带来流量，

有效提高产品市场认知度，推动行业快速发展。此外，火锅上下游企业及休闲零食品牌企业

陆续进入自热火锅市场，如筷时尚、三只松鼠及良品铺子等（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图 6-1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自热火锅市场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传统火锅企业、火锅上下游企业及休闲零

食品牌企业），中国自热火锅行业准入门槛低，市场参与者众多。因自热火锅行业发展历程

短，行业缺乏全国性政策监管，自热火锅食品安全问题泛滥，致使部分消费者购买信心下降。

此外，自热火锅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在产品价格及口味相似度高的情况下，因消费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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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自热火锅产品品质更加有保障，愈加偏爱购买知名品牌自热火锅产品。自热火锅市

场竞争激烈，未来行业集中度将持续上升，在市场中竞争力弱的企业将逐步遭到淘汰。 

随着自热火锅市场普及度逐渐升高，消费者对自热火锅品质及多元化口味的关注度不断

上升，促使自热火锅品牌企业积极推出创新口味自热火锅产品，寻求突破以刺激消费者购买

产品，从而稳固其市场地位。未来，市场中注重消费者需求及自热火锅产品品质的企业将获

得长远发展。 

6.2 中国自热火锅行业投资企业推荐 

6.2.1 重庆金羚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2.1.1 企业概况 

重庆金羚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羚羊”）创立于 2017 年 8 月，是一家专

注于制造生产方便食品的企业。自嗨锅是金羚羊旗下品牌，售卖产品包括自热火锅、自热煲

仔饭、冲泡速食面食等，其中自热火锅为其旗下主营产品。自嗨锅旗下自热火锅产品一经面

世，便因其独特有趣的包装及有效的宣传推广吸引大量消费者购买品尝，企业发展迅速。 

6.2.1.2 主营产品 

自嗨锅的主营产品为自热火锅，包括重庆火锅、麻辣肥牛、泡椒鱼、藤椒鱼、番茄牛腩、

咖喱牛肉等口味，自嗨锅旗下自热火锅产品口味多元化，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消费者

受众群体得以扩大。除自热火锅产品外，自嗨锅旗下产品包括冲泡速食面食、自热煲仔饭、

冷吃系列肉制品等（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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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自嗨锅主营产品 

 
来源：金羚羊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1.3 竞争优势 

（1） “明星效应”带动产品销量增长 

自嗨锅通过邀请影视明星林更新担任其品牌代言人，借助明星的公众影响力，提升品牌

曝光度及知名度，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关注，从而带动自嗨锅产品销量迅速增长。自嗨锅通过

与明星合作的方式进行推广、宣传，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2） 推广渠道多样化 

自嗨锅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推广，推广渠道包括微博、小红书、抖音、官网等，网络推

广群体覆盖面大，品牌市场认知度得以迅速提升。此外，自嗨锅斥资数亿元用于院线映前广

告推广及电视剧广告植入等，多样化推广渠道有效提高其品牌知名度、带动产品销量增长。 

6.2.2 成都大龙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2.2.1 企业概况 

成都大龙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燚“）创立于 2013 年 8 月，总部位于

四川成都，是一家专注于经营四川老火锅的全球性餐饮企业。2015 年，大龙燚开始研发自

热火锅，并于 2017 年推出“肉多多”、“菜多多”等自热火锅产品。因大龙燚品牌知名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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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其火锅味道认可度高，其自热火锅产品一经面市受到大量消费者认可，为其自热火

锅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 

6.2.2.2 主营业务 

大龙燚的主营业务为经营四川火锅店铺，在成都拥有 9 家直营门店，包括玉林总店、科

华店、春熙店、太古里店、外双楠店、盐市口店、花牌坊店、九眼桥店及马鞍北路店。此外，

大龙燚在全球已拥有近 300 家加盟门店，大龙燚火锅菜品品质及味道受到全球消费者青睐，

市场认可度不断上升（见图 6-3）。 

图 6-3 大龙燚主营业务 

 
来源：大龙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2.3 竞争优势 

（1） 受业内外广泛认可 

经过六年的发展，大龙燚已成为四川省火锅协会名誉会长单位，在火锅行业逐步建立起

影响力。大龙燚先后获得由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的“2018 年中国火锅百强企业”、腾讯大成网

授予的“年度十佳火锅品牌”、“西博会”2018 川菜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授予的“2018 四川餐

饮最具影响力品牌”、四川品牌大会授予的“四川品牌大会最受消费者喜爱品牌”等称号。

业内外协会及客户对大龙燚的认可促使大龙燚知名度及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迅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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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流供应链优势 

大龙燚拥有强大的厨房后端供应链，集餐饮研发、生产、采购、仓储、物流于一体，可

为大龙燚提供食品材料采购、品质管控、物流运输等一站式服务。高效的物流供应链充分保

证了大龙燚火锅食材的品质，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 

6.2.3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6.2.3.1 企业概况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品铺子”）创立于 2013 年 7 月，是一

家专注于生产高端零食的企业。经过六年的发展，良品铺子门店已超过 2,000 家，遍布华

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等 13 个省。良品铺子在 2019 年顶级美味大奖颁奖典礼上获

得“顶级美味奖章”，为其零食行业的头部企业地位奠定了基础。 

6.2.3.2 主营产品 

良品铺子主营产品为高端零食，包括坚果炒货系列、糕点点心系列、方便食品系列、果

干蜜饯系列、养生冲调粉系列、膨化饼干系列等。如坚果炒货系列包括夏威夷果、碧根果等

产品，糕点点心系列包括肉松饼、爆浆麻薯等产品，方便食品系列包括自热火锅、自热烧烤

等产品，果干蜜饯系列包括芒果条、草莓干等产品，养生冲调粉系列包括红豆薏米粉、冰糖

雪梨银耳羹等产品，膨化饼干系列包括烘烤薯片、蔓越莓曲奇饼干等产品（见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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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良品铺子主营产品 

 
来源：良品铺子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3.3 竞争优势 

（1） 强大的营销手段 

2017 年 5 月，良品铺子在热门电视剧《欢乐颂》中植入品牌广告，凭借《欢乐颂》的

高收视率带动了其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2018 年 1 月，良品铺子在全网播放量超过 90 亿

的电视剧《恋爱先生》中植入品牌广告，进一步通过广告植入的方式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

知度，客户群体不断扩大，有效带动品牌产品销量增长。 

（2） 注重消费者需求 

良品铺子注重消费者需求且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近年来，懒人经济盛行，良品铺子随

即推出自热火锅、自热烧烤等创新食品，受到消费者青睐，品牌影响力不断上升。良品铺子

拥有清晰的市场定位，即追求零食高端化，通过生产高品质、多元化结构零食，从而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需求，利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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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

已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

站式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完整、最省时

的行业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

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四大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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