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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许多食品类别和应用对肉、鸡蛋和乳制品的植
物基替代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其背后的成因多种多样，
包括致敏性、可持续性以及消费者越来越青睐弹性素食
饮食的趋势。本文旨在服务那些正在开发植物基鸡蛋替
代品，或者是想将鸡蛋替代品加入产品中去的公司或个
人。文章梳理了已有的替代产品、它们的功能特性以及
这些功能特性在不同应用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烘焙食
品、饮料还是调味品中，都出现了许多可以达到商业规模
的物美价廉的鸡蛋替代品。但是这些产品的功能还有很大
的创新空间。比如说，许多独立的植物基产品力图复制
鸡蛋的所有功能和感官体验，但是成本和规模等问题让
它们不能投入主流应用。此外，本文也会介绍鸡蛋功能
特性所依赖的分子性质，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如何从藻类
和真菌等生物领域获得灵感，并且使用新型植物基来源
来满足这些需求。我们认为植物基细胞替代品需求会持
续增长。只要食品制造商积极将植物基鸡蛋替代品融入
产品中，就可以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版图中占据有利地位。

1  简介

据预计，全球植物基鸡蛋替代原料市场将在 2016 年到 
2026 年增长 5.8%，到 2026 年将达到 15 亿美元1。2016 
年，北美占到市场总额的 48%。食品行业对鸡蛋替代品
的兴趣日益浓厚，使用得也越来越多，这是消费者需求、
减少过敏原、提升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简化食品处理
和贮存、提升产品功能性、降低价格和价格波动以及环
境可持续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这些因素同样也驱动了市场快速从牛奶等动物产品向植物
基替代品转型。尤其是不少鸡蛋和牛奶过敏的消费者，他
们成为了植物基替代品的早期尝试者。植物基牛奶市场从
无到有，仅仅用了 15 年时间就占据了美国液态牛奶市场
超过 10% 的市场份额，而植物基鸡蛋替代品市场也已经
做好充足的准备，实现等量的增长。植物奶产品迅速崛
起的早期征兆也出现在了植物基鸡蛋中，如在杂货店里
把不含鸡蛋的蛋黄酱和调味酱和同类传统产品放在一起。

而加工品替代品对于消费者而言更加微妙，主要是受到食
品制造商在驱动。比如说，近期禽流感爆发，导致人们对
价格波动和供应链稳定的担忧激增，加速加工品市场从鸡
蛋向不含鸡蛋的替代品转型。植物基替代品既满足了消费
者的利益，又满足了生产者的利益，解决了鸡蛋的基本问
题，价格也更加便宜。大多数情况下，食品生产商大规模
采用植物基鸡蛋替代品只是完善配方的开始。一旦落实，
新配方将产生长期的红利。因此，鸡蛋替代品的潜在市场
规模不仅仅限于目前该品类的现状，而是整个鸡蛋市场
的总和，估计仅仅在美国就价值 100 亿美元。

本文将详细介绍鸡蛋的功能特性以及这些功能特性对不
同应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存在大量的植物基替代品
适于在具体应用中取代鸡蛋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作者
也会探讨产品未来的研发机遇。本文适用于植物基食品
制造商和目前仍在使用鸡蛋、但希望在未来减少或停止
使用鸡蛋的食品制造商，对于任何有志于售卖植物基鸡
蛋替代品的资深或初创的原料公司而言都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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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鸡蛋替代品的动机

从鸡蛋到植物基替代品的转变得益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
与消费者切身相关的问题，也有对于食品制造商而言尤其
重要的事务。虽然很多因素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而言都很
重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主要受到消费
者驱动或受到食品制造商驱动两类。比如说，几乎没有
消费者特别追求以鸡蛋为加工食品的原材料。相反，却
有很多种类的消费者希望看到不含鸡蛋的产品。

2.1  消费者驱动因素

对植物基膳食的兴趣日益浓厚
受到消费者对植物基食品的需求的影响，仅在美国的植
物性食品销售额在 2017 年就达到了 31 亿美元，增长率
为 8.1%2。有 39% 的美国人尝试在膳食中增加植物基食
品的含量3。对于食品制造商而言，消费者愿意用植物基
鸡蛋代替鸡蛋无疑意味着他们应该抓住机遇，保证产品
与消费需求的一致。总体而言，消费者认为植物基食品
更健康、更可持续。他们选择不含鸡蛋的产品，可能主
要是为了避免胆固醇和鸡蛋过敏，也可以同时支持可持
续、动物友好的产品、品牌或公司。

食品过敏
鸡蛋是最常见的食品过敏原之一。预计大概有 0.5-2.5% 
的幼儿受到鸡蛋过敏的困扰，可能会因为食用鸡蛋产生轻
微皮疹乃至严重过敏症4。《食品过敏原标签和消费者保
护法案》(FALCPA) 指出，鸡蛋是八大食品过敏原之一，
因此必须把鸡蛋标注在食品过敏信息表或原料表中，提
醒消费者过敏原的存在。某种致敏成分的存在就可能会
逼退那些寻找不含过敏原的产品的消费者。即便家庭中
只有一个成员患有食品过敏，但整个家庭都可能因此在
膳食中避免这种成分。

食品卫生 
鸡肉可能会携带沙门螺杆菌，甚至在形成蛋壳之前鸡蛋
已可能感染病菌。据估计，每一年沙门螺杆菌会在美国
造成 100 万例食源性疾病5。此外，产蛋鸡使用抗生素可
能会使沙门螺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液态鸡蛋产品一
般会在出售前经过巴氏消毒法杀死病原体，但是由于它们
具有很高的细菌污染潜力，其湿润的条件和营养成分也
会间接促进细菌生长，因此也不是完全安全的。

图 1: 转换为植物基鸡蛋替代品的动机

以功能相当或更优越的植物基产品替代鸡蛋的大趋势，受到许多动机影响。其中大多数既与消费者息息相关，也是想要
以鸡蛋提升产品在功能、感官和营养等方面的吸引力的食品制造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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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和健康 
鸡蛋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而植物基原料则天然无胆固醇。
虽然饱和脂肪酸比膳食胆固醇对血液总胆固醇水平的贡
献更大，但膳食胆固醇仍然是健康的隐患，对于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而言就更是如此6。虽然美国规定食品
胆固醇含量必须标注在消费着看得到的食品营养成分表
中，但如果可以通过植物基鸡蛋替代品取代鸡蛋的方式，
完全去除食品中的胆固醇成分，那们产品对于具有健康
意识的消费者而言会更有吸引力。

2.2 生产者驱动因素

处理与贮存
液态鸡蛋产品在食品行业中非常常见，但是易于腐败，保
质期较短。因此一旦启封必须尽快用完，间接增加了食品
浪费。此外，液态鸡蛋需要冷藏，而冷冻蛋则需要冷冻贮
藏。鸡蛋替代粉是鸡蛋替代品市场中份额最大的产品。
它易于处理，保质期较长，无需特殊的贮藏条件，预计
将会成为鸡蛋替代品领域中增速最快的产品7。 

过敏原隔离和清除
过敏原对于食品制造而言是个巨大挑战，因为含有过敏
原的产品必须与其他产品隔离开来，以避免交叉接触。
产品生产轮次间需要严格的清除和过敏原测试，让生产
调度更为复杂，甚至造成生产延期。隔离式储藏和鸡蛋
原料的特殊标记也会让仓储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公司
食品卫生规划中必须考虑到致敏性原料。以植物基鸡蛋
替代品取代鸡蛋可以简化调度流程、生产、仓储、并且
有利于节省时间和金钱。

提升功能性
鸡蛋替代品在部分应用中比鸡蛋的功能更强。比如说，
部分鸡蛋替代品在粘合性、乳化性、泡沫稳定性和增强
口感方面表现更好，特别有利于烘焙点心或制造糖果。
鸡蛋的功能特性将会在第 4 节中集中探讨，哪些植物基原
料具备某一特殊功能则会在第 6 节中介绍。

价格 
带壳鸡蛋 (即仍然留在壳中的鸡蛋) 的价格由于其有限的
保质期和库存而固有地波动。加上人们会季节性地消费
含鸡蛋的食品造成消费需求浮动，因此鸡蛋的价格十分不
稳定。近期的禽流感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波动。2014-2015 
年，美国产卵鸡遭受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冲击。为了控
制传染病蔓延，3300 万产卵鸡被宰杀，导致鸡蛋价格上
涨了 36%8。价格飙升和不确定性也使得许多食品制造商
开始考虑使用鸡蛋替代品。价格和供应的波动，让签订供
应商合同变得更为困难。此外，有机或散养鸡蛋等特殊
种类的鸡蛋产品的使用也开始增长，成本因此进一步上
涨。特殊鸡蛋成本高昂是因为生产成本高，供应有限，
而消费者需求却日益增长。部分地区立法规定扩大每只
鸡的生存空间，甚至已经 (或考虑) 强制实施散养生产。
这表明即使是普通鸡蛋也可能很快变得更昂贵。

可持续性
美国鸡蛋生产有几大特点，如集约封闭的环境、高水耗
和饲料以及产生大量的垃圾。美国玉米带是全球产量最
高的玉米种植地区之一，但是种植所得的谷物目前主要
用于喂养动物。每一年，大约有 700 万吨谷物用于喂养
产卵鸡。集约化、工业化的封闭式农场运营模式也集中
了大量的动物粪便。产卵鸡每下一吨鸡蛋，会制造几吨
的粪便。在美国，粪便排放的氨气是农场卫生和安全的
主要隐患，而粪便用作化肥所导致的水污染又会破坏水
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死水区。

许多食品制造商都会在更宽泛的可持续性指标内制定自
己的可持续性指标。从鸡蛋转换为植物基替代品可以帮
助食品制造商实现这些目标，取得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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