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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思维导图介绍：成⻓机遇概念化 

思维导图为新兴⾏业的关键技术提供了可视化呈现，以便发现研发空⽩，并为⾏业战略合作伙伴找寻机遇
提供便利。本⽂通过两张概念版图展示了植物⾁来源发掘、制造、加⼯和销售过程中已有的、正在兴起的
及可能存在的机遇：植物⾁产品思维导图审视了可替代⾁类的类⾁产品种类；植物⾁技术思维导图则概述
了可提升本⾏业竞争⼒以⻆逐⾁类⾏业市场份额的研究和创新领域。
 
制造类别更丰富、品质更佳的植物⾁产品的最终⽬标是减少从⽜排到预加⼯⾁制品等不同质量和价格档次
的动物性⾁类产品的消费。因此，本⽂在此提出的⼀些机遇和建议可能只适⽤于某类产品或制造⽅式。为
成功实现替代，除了下⽂即将讨论的科学和技术机遇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各种植物⾁的营养价值及其与它
们所要替代的动物性产品的可⽐性。⽽且，随着⾏业不断发展，其在⾃然资源消耗和其他环境影响⽅⾯应
该保持透明。虽然超出了本篇介绍性论⽂的讨论范畴，还是在此略提⼀笔，The Good Food Institute 计划
对植物⾁营养品质及其⽣产的环境意义的研究和创新机遇开展深度分析。

II. 赞同植物⾁研究和开发的理由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业化畜牧业会对我们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人类健康和动物福利造成极其严重的
负⾯影响。⽽且，对家畜过度使⽤抗⽣素可能会使抗⽣素在将来治疗人类传染病时失去效⼒，动物源疾病
的爆发也可能会导致数千万人死亡，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威胁。
 
然⽽，健康、环境和动物保护组织数⼗年来说服人们减少⾁类消耗的⼯作并未能带来什么变化。事实上，
发达国家的⾁类消耗量持续上升，发展中国家的也在快速增⻓。据联合国统计，到 2050 年，全球⾁类⽣
产预计将增加近 3.6 亿吨。

虽然人们正逐渐意识到我们的饮⻝选择会给全球带来影响，但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还是优先考虑价格、
⼝味和便捷性。植物⾁仍然只占⾁类市场的⼀⼩部分。在美国，虽然植物奶在奶类销售总量中占有的份额
大于 9%，但植物⾁的市场份额还不到⾁类销售总量 1% 的四分之⼀。这是因为⾏业规模太⼩，业内主要
人⼠并未全部参与，因⽽大多数潜在的创新领域还有待探索。仅在美国，只需将植物⾁的市场份额提高⾄ 
10% 就能创造 200 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且这对我们的⽓候、⻝品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健康都有着重要的积
极影响。

即便如此，⾁类的⼴泛使⽤也让人们在⾁类替代品研究、开发和制造创新时该将焦点聚在何处提出了挑
战。同时从产品和技术⻆度对本市场领域中的潜在机遇进⾏简要概览，可以为⻝品科学项⽬、新兴或成⽴
已久的植物⾁制品企业乃⾄整个⻝品⾏业明确研究⽅向。为达到这⼀⽬的，GFI 绘制了两张⾏业思维导图
以确⽴聚焦领域，⽅便大家了解可在产品开发、⽣产流程和农业研究等⽅⾯推动⾏业发展的研究和创新⽬
标。 

http://www.farmecon.com/Documents/Projections%20of%20Global%20Meat%20Production%20Through%202050.pdf
http://www.mintel.com/press-centre/food-and-drink/us-sales-of-dairy-milk-turn-sour-as-non-dairy-milk-sales-grow-9-in-2015


3打造健康且可持续的⾷品供应体系

III. 植物⾁产品思维导图 

人们饲养⼏种不同的动物，然后将其宰杀制成⾁，每种动物都被⽤来制成多种不同的⾁类。虽然有些⾁相
对不加处理就出售了，但有相当数量的⾁是被切碎、绞碎或以其他⽅式加⼯的。为与动物性⾁类产品有效
竞争，植物⾁⾏业必须开拓创新，研发丰富多样的替代品，使其与传统⽅式⽣产的动物⾁同样美味和实
惠。幸运的是，植物⾁⾏业的创新机遇甚⾄⽐传统⾁类⾏业更⼴阔。传统⾁类⾏业因其本身固有的局限
性，在多样性、解剖学和动物⽣理学等⽅⾯颇受牵制，⽽植物⾁企业则可以大胆创新，不必仅仅局限于复
制⽬前在产的有限类型的动物⾁类。在本⽂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概述这⼀前提下代表了植物⾁产品创新
领域的⾁类替代品类别。

图 １. 植物⾁产品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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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产品 

尝试复刻动物⾁质地、⻛味和⾹味的植物⾁产品是近期⼏项突破性研发的重点。此类新产 品，如 Beyond 
Burger 和 Impossible Burger，都是从⽆到有地模仿动物⾁的特质。植物⾁ ⾏业的这⼀细分领域正在重新
定义“⾁”，将其作为⼀种由分⼦结构和成分⽽⾮动物来源界定的产品。通过模仿特定动物性⾁类产品的
关键属性，植物⾁现在也可以作为⾁⻝主菜在餐桌上成为焦点获得更大的成功。⽽且，以往对植物⾁的需
求主要由素⻝主义者主导，⽽今天的产品，如 Impossible  Burger，其⼝味、⽓味和 “⾎迹” 与新鲜的⽜
排汉堡别⽆⼆样，吸引了很多 “弹性素⻝主义”  消费者，推动了植物⾁市场的⻓⾜发展。 

⾁的⼝味状况⾮常复杂，由上千种分⼦在烹饪过程中以微妙且通常捉摸不定的⽅式和其他⻝品成分互相发
⽣化学作⽤后形成。由于其复杂性，⾁的味道既不是微不⾜道的，也不容易⽤其他成分复制。要制造出更
多更好的植物基复制品，我们需要研究动物⾁的分⼦结构，并研发可模仿这种结构的新型植物基原料。 

B. ⾮类⾁产品 

许多植物⾁创新企业已开发出以直接替代⾁为⽬的的产品， 但这些产品在设计上并没有完 全复刻其欲替代
的动物性产品的所有⽅⾯。这些产品有⽤天然原料做成的，如经典的蔬菜汉堡；有产品被有意设计成与动
物性⾁类不同的味道，如吃起来带有蔬菜和⽔果味的植物基⾹肠； 以及更重视健康的产品，⽐如⾖腐或天
⻉。这些产品能吸引寻找⾮动物源⻝品的消费者。这⼀领域的增⻓机会包括以有竞争⼒的价格在数量和品
种上增加这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开拓原料、改善⼝味以吸引更⼴泛消费者。 

C. 功能性⾁制品 

蛋⽩质和粘合剂等功能性植物⾁原料并不打算在⼝味上和动物⾁⼀致，但在质地上与动物⾁相似，并能在
预制⻝品中起到与⾁相同的作⽤ (如植物原料制成的碎⾯包屑，⽤于加热即⻝型千层饼中)。因为通常被⽤
作原料，功能性植物⾁可能需要特殊配⽅，就像为专⽤⽬的进⾏加⼯、调味或嫩化处理的动物⾁⼀样。虽
然功能性植物⾁⽆法单独成为菜单中的亮点，但它在拓展由各种加热即⻝型开胃菜组成的预制⻝品市场中
发挥着替代动物⾁的重要作⽤。 

本领域的创新包括制造植物⾁原料，通过冷冻、解冻和烹饪保留其外形、质地和⻛味并可⽤于全系列的预
制产品。此外，开发功能性植物基蛋⽩原料可提升植物基⻝品的⽣产能⼒，从⽽提高加热即⻝型热⻔产品
替代品的性价⽐，如植物基鸡⾁块，使其服务于学校等低成本市场。 

D. 天然仿⾁ 

某些植物和真菌⻝品也可通过提供拥有美味⾁质⼝感的天然产品作为饮⻝焦点替代动物⾁。这些较少加⼯
的⻝品，⽐如菠萝蜜、⼲⾖和某些蘑菇，通常天然呈纤维状或富含蛋⽩质。有 些企业已经推出了“蘑菇培
根”，另⼀些企业则⽤菠萝蜜仿制⼿撕烤⾁。本领域创新包括开发⼀种规模化的⽅法来种植这些天然仿⾁
产品，并打造相应的供应链 (新鲜、冷冻或耐储藏⻝品) 拓展销路。创新也可将重点放在如何开发出更好的
腌泡汁和调味汁来丰富产品多样性，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扩大产品影响⼒、提升接受度。 

http://www.gfi.org/behind-the-scenes-at-beyond-meat
http://www.gfi.org/behind-the-scenes-at-beyond-meat
http://www.gfi.org/we-did-the-impossible-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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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植物⾁技术思维导图 

上述描述的植物⾁产品种类⽅⾯的成功创新要求有关技术的相应研发。为提供动物⾁那样的充⾜供应和良
好性价⽐，植物⾁制造需在多个关联领域同时进⾏研究和开发。植物⾁技术思维导图（图2）展示了五大关
键领域：来源发掘、分离与功能化、调制配⽅、加⼯⼯艺和经销。 这些领域有着各⾃的独特挑战，但也为
⾏业提供了大量意义深远的创新机遇

图 ２. 植物⾁技术思维导图 。

Good Food Institute 版权所有 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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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蛋⽩质来源发掘 

市⾯上可以购买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基蛋⽩质原料都只⽤到了如今全球⻝品供应所依赖的 150 种植物物种的 
2%。因此，植物蛋⽩有大量潜在来源可供探索发掘，⽽这还没有将当下 在农业中没有使⽤到的其余近 25 
万种植物物种纳⼊考虑范围。本领域的创新机遇包括丰富拓展我们使⽤的植物蛋⽩来源、决定何种来源能
与特定植物⾁产品最相匹配，并确保这些新来源制成的蛋⽩质⾯向具体植物⾁产品⽽⾮植物基产品大类进
⾏优化。以下描述的蛋⽩质⽣产⽅式可能会提供成本更低⽽营养价值更高的蛋⽩质供应。 

随着人们开始发现和利⽤新型植物蛋⽩来源，耕作⽅式上也有了创新机会。协调育种或菌株改良⽅⾯的努
⼒可以使尚未开发的植物蛋⽩作物也变得高产、健壮且抗病性强，这些良好品质人们早在数⼗年前已在⽟
⽶、大⾖等商业作物中实现。这样可以降低这些新型蛋⽩来源的成本并增加其产量，使它们对正在寻找新
作物种植机会的农⺠来说更具吸引⼒。 

在提升适⽤于植物⾁产品的独特育种或菌株培育⽅式⽅⾯还有不少空间。⽐如，专⻔培育可轻松分离出高
⽔平蛋⽩质的植物可以提升从整株植物获取纯化蛋⽩的效率。 令人惊讶的 是，虽然⼩⻨和大⾖仍然是⽣产
植物⾁最常⽤到的蛋⽩质来源，但它们在过去⼀直被培育成⽤于提取淀粉或油，⽽⾮蛋⽩质。使⽤全基因
组测序和数字表型将期望特质映射⾄特定基因组位点上，可急剧加速植物⾁蛋⽩质来源优化。这为定向育
种提供了便利，⽽且大幅度减少了获取改良菌株所需的育种代数。 

菌基蛋⽩也是颇具前景的开拓领域。可在栽培室或⽣物反应器⾥培育各种蘑菇和其他菌类的改良菌株，进
⾏大规模⽣产。

B. 分离与功能化 

⼀旦确定了某种植物蛋⽩来源，这种植物就必须被收割、碾磨、加⼯以获取更高纯度的浓缩 蛋⽩⽀持大
规模⽣产。植物⾁通常以植物蛋⽩浓缩物或分离物为原材料。蛋⽩大⼩和氨基酸 组成等蛋⽩质的固有特
性，决定了蛋⽩质浓缩物或分离物能在最终产品中将⾃身功能发挥⾄何种程度。使⽤对⽣态⽆害的蛋⽩质
调节⽅式来改善凝胶性、溶解度和脂肪吸收⼒等人们期望的蛋⽩质功能特性，可大幅提升植物⾁的品质和
性能。⽐如，可使⽤⽣物 (酶)、化学和物理⽅式⽔解 (分解) 蛋⽩质以增加溶解度或交联蛋⽩质来增加凝胶
性。此外，可使⽤分馏 (分离) 选择表现出期望特性的蛋⽩质。⽐如高分⼦量蛋⽩质可能在组织化中表现更
佳，⽽略带疏⽔性的蛋⽩质则会提升持油性。以确定各特定种类的植物⾁最期望哪些蛋⽩质功能特性为⽬
标的系统性调查可以告诉我们蛋⽩质调节的最佳做法。

⼀些研究发现，酶功能化的结果会随蛋⽩质来源不同⽽变化，因为酶处理的效果是根据每种植物的显性贮
存蛋⽩的序列组成来确定的。我们需要更加详尽地分析各种植物蛋⽩在特定的酶和其他条件 (酸碱值、酶浓
度、基质浓度、温度、曝光时间等) 下会作出何种反应。这些数据可以在制定蛋⽩质调节最佳⽅案时大幅提
升预测⼒，从⽽获取我们期望的功能特性。 

C. 调制配⽅ 

蛋⽩质不是构成⾁的唯⼀成分；⾁⾥还有⽔、脂肪和多糖。因此，获取有最佳功能特性的植物蛋⽩成分只
是配制最终可⻝⽤⾁类替代品的开始。调制配⽅的过程包括确定合适的原料混合⽐例以制造出新植物⾁产
品期望的⼝味、质地、⽓味和结构。成功调制配⽅的第⼀步是结合动物⾁分⼦分析和对植物蛋⽩组织化能
⼒的理解，以便与特定⾁制品的质地和⻛味成分相匹配。许多⻛味和质地之外的功能特性也很重要，⽐如

https://www.idrc.ca/en/book/infocus-seeds-give-participatory-plant-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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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烹饪时能保持完整。为此，我们需要研发能更好抑制热降解的新型粘合剂。 
持⽔性良好的蛋⽩质可以⽀撑植物⾁的含⽔量，从⽽提升最终产品的多汁性。同样地，对⾮挤压型植物⾁
产品⽽⾔，持油性更佳的蛋⽩质可以借助分⼦捕获脂肪。但对挤压型产品⽽⾔，如何加⼊脂肪则⾯临技术
挑战，因为脂肪会破坏挤压过程中施加的机械剪应⼒。 使⽤封装脂肪或是在挤压后局部脂肪涂层可增加脂
肪含量，从⽽在提升⼝感和⻛味的并同时避免破坏蛋⽩质结构。所有这些⽅式都可能⽤到抗氧化剂以稳定
脂肪，防⽌油脂酸败。 

最后，调制配⽅还包括⻛味选择这⼀烹饪艺术。植物基蛋⽩，尤其是⽔溶性更佳因⽽功能 性也更佳的⽔解
蛋⽩，通常会带有苦味或⾖腥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制造新型苦味抑制剂解决，这也是众多新型⻛味成分
研发机遇的⼀部分，尤其是天然来源制成的成分可以专⻔设计⽤于解决使⽤植物蛋⽩的挑战。在⽣产过程
中选择和加⼊调味品对能否成功将动物⾁⻛味复制⾄植物⾁产品⽽⾔⾄关重要。调制配⽅时也必须考虑植
物⾁产品的营养品质能否与同类动物性产品相媲美。考虑到调制配⽅的复杂性，这⼀过程必须有烹饪专家
和⻝品科学家同时参与。 

D. 加⼯⼯艺 

成功完成配⽅调制后，应当将混合物制成合适的形状。将植物蛋⽩混合物塑形成⾁类替代品的⽅式涉及多
种制造⼯艺，如拉伸、捏合、剪切加⼯、压制成型、折叠、分层和挤压。每种⼯艺可以产出不同形状、质
地的植物⾁，并且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营养状况。⽽且，不同植物蛋⽩因其独特的组成和功能特性在这些制
造⼯艺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了解特定植物蛋⽩及不同原料制成的植物蛋⽩组合物在具体⽣产⼯艺中
会有何种表现对精确⽣产动物⾁替代品来说⼗分重要。

和所有⽣产系统⼀样，植物⾁⽣产也需要质量评估和管理⽅式。⽬前，可帮助评估和提升植物⾁⽣产⼀致
性的技术尚处在研发的早期阶段。设计⽤于检测加⼯过程中产品内部结构的在线形态传感器能加强⽣产系
统的实时监控。此类质量管理体系可减少浪费并提升最终产品的⼀致性。离线诊断⼯具，如⽤于评估纤维
的中⼦散射，可在研发阶段帮助制造更逼真的植物⾁。 
除了传感器和分析器，还有软件⽅⾯的创新也可改进植物⾁加⼯⼯艺。⽤于建模并预测植物基蛋⽩性能的
软件⼯具能帮助理解和控制⽬前在植物⾁⽣产中观察到的不符合期望的变异性，并为开发新加⼯⽅式提供
指导。 

动物⾁中有很大⼀部分被加⼯成⾹肠、冷盘⾁⽚、热狗和类似产品。制作这些⻝品时，挤压是塑形和提升
质地最常⽤到的⽅式。⽤植物蛋⽩和脂肪复制这些⼴受欢迎的⾁制品时也可使⽤基本相同的加⼯⽅式。 但
是，要想更好地模仿出更复杂或高度结构化的动物⾁产品种类的⼝味和质地，我们必须改进加⼯⽅式和加
⼯器械。 

E. 经销 

植物⾁在营销、定位、销售和⽣产⽅⾯也和动物⾁不同。⼀些植物⾁可以在新鲜或冷冻的形式下出售，另
⼀些则可冷冻⼲燥以备后⽤且不⽤像大多数动物⾁那样需要严格的集中冷链运输。此外，植物⾁⽣产可以
更灵活多变、更贴近市场需求，因为它不需要依赖喂养和屠宰等上游流程。这些区别可以减少大量浪费。
作息各不相同的学校或病人数量不等的医院可以快速调整他们的植物⾁订单，⽽不会让⽣产商太为难，因
为没有动物呆在卡⻋上等待被宰杀，他们只需减少产量即可。许多⾏业使⽤这种零库存模式降低了整个供
应链的成本并减少了资源浪费。超市配送和其他营销⽅式的类似创新可以在植物⾁的可及性和可⽤性⽅⾯
实现彻底变⾰，从⽽提升消费者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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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参与机遇 

对学术研究者、业内著名⻝品联合企业和创业者⽽⾔，不管是为新型蛋⽩质来源打造供应链、改善⽣产⽅
式或是设计新产品，都有大量机会在不断成⻓的植物⾁市场大展宏图。 
上述罗列的这些领域不仅代表了利润丰厚的市场机遇，也是解决全球⻝品供应体系所⾯临的紧迫挑战的重
大机遇。解决供应链上下的需求可以大幅改善植物⾁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并提升可及性，使其成为经济
上可⾏且可持续发展的动物⾁替代品。为尽快实现这⼀愿景，⾏业同时需要公共和私有部⻔提供研发资⾦
大⼒⽀持。 

作为不断争取政策进步、创新和⾏业发展去推动⻝品体系不再依赖传统畜牧业的领军者， GFI 正积极研究
并贯彻可实现植物⾁⾏业扩张的关键策略，促进⾏业进⼀步发展以打造更健康且可持续的⻝品供应体系。
请浏览 GFI.org 获取更多信息。 

http://GF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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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THE GOOD FOOD INSTITUTE

The Good Food Institute 是 501(c)(3) ⾮营利组织，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市场和⻝品技术打造 健康、⼈道、
和可持续的⻝品体系。GFI 正加速扩张实惠美味的“细胞培养⾁” 和植物基产品市场以替代传统动物性产
品。GFI 正在为消费者们创造可持续且⼈道的默认选项，以消除餐桌上的道德争议。 

关于作者

Christie Lagally 是 Good Food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Christie 致⼒于协助 GFI 设⽴ 细胞培养⾁和
植物⾁技术准备评估，并为新研究项⽬和产品研发提供技术开发。 Christie 持有机械⼯程专业本硕学
位，并在多种项⽬中担任机械⼯程师，包括天基和地基望远镜、天然⽓发动机、过⼭⻋和商⽤⻜机。
在她的职业⽣涯中，Christie 将⾃⼰的专业领域集中在多学科技术开发、制造、⾃动化、数学建模和
编程、机械⼯程研发， 以及技术和商务管理。 

Erin Rees Clayton，博⼠，在 The Good Food Institute 担任科学基⾦联络员。Erin  为植物⾁和细胞
培养⾁研究发掘资助机会，并致⼒于协助 GFI 在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设⽴植物基和细胞培养基⻝品
专⻔实验室。Erin 在德堡大学获取化学学⼠学位后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公共卫⽣专业流⾏病学硕⼠学
位，随后在杜克大学获取了遗传学博⼠学位。她有⼗多年研究经验，涉及分⼦⽣物、营养、贫困和社
会贫富差距等研究领域。 

Liz Specht，博⼠，是 The Good Food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Liz 致⼒于为植物⾁和细胞培养⾁科学
创新确定和解决需求领域，并与资助机构合作，为可推动⾏业进步的研究优先提供资助。Liz 持有约
翰·霍普⾦斯大学化学和⽣物分⼦⼯程学学⼠学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科学博⼠学位，并拥有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博⼠后研究经历。Liz 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Lab 成员，在合成⽣物学、重组蛋⽩表达和基因⼯程⼯具开发⽅⾯有⼗多年学术研究经验。

请注意：本⽂意在为⽬前植物⾁⾏业的技术现状提供简要概览。然⽽，鉴于⾏业⾃身特点， 本篇报告中可
能没有论及某些技术前沿，因这些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其研发企业。⽽且，本⽂应当被视为 “动态” ⽂
档，⼀旦有最新信息发布即会不断更新修订。请参看⾸⻚的最新版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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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 GFIC

⾕孚专注于推进中国的可持续替代蛋⽩产业，建⽴提供国内外的科技和产业资源的平
台，并通过与学术机构和科学家、成熟企业、初创企业和投资者合作，⽀持植物⾁类、
植物蛋奶类新型⻝品和细胞农业的创新，以及促进如⽣物发酵等相关技术在替代蛋⽩
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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