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基和细胞培养肉
2020-2030 技术市场预测



2019年3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揭晓2019

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人造肉汉堡
（Cow-free Burger）上榜，掀开了“人造肉”
热潮。

2019年11月，市场咨询公司IDTechEx发布了题为《植物基和细

胞培养肉2020-2030》的研究报告，对人造肉的技术、市场、未来

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本文对报告要点进行编译。

2019年11月25日，“人造肉正式开售”登上微博热搜。来
自人造肉公司Green Common的产品“OmniPork新猪肉”

将在天猫开售。猪肉口味每份230g售价28元。



IDTechEx分析认为，当前肉类产业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低效的粮食生产方法，不就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全球人口的需求。而且以肉食为主的饮食模式会对地球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水供应

减少和环境污染。

然而，一部分人口无法放弃肉类饮食，尽管存在可持续性问题，全球肉类的消费量仍持续增长。如果传

统肉类行业无法进行高效节能的重大转变，那么口感和品质逼真的肉类替代品将是必然选择。

由植物蛋白或动物细胞培养的人造肉，是解决肉类供应不足问题的潜在方案，该领域有望成为快速增长。

过去几年，人造肉（尤其是植物基肉类产品）受到大量的关注甚至炒作，销量猛增，相关投资也水涨船高。

美国肉类行业中植物基肉类的市场份额不到1%，除汉堡、肉块和碎牛肉等非结构化产品之外，市场上鲜

有复杂的人造肉产品。人造肉价格也比传统肉类更贵，这是阻止其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可支配收入较低的人

群中）的主要原因。细胞培养肉或能提供与传统肉完全相同的产品，且成本和环境影响较小，但面临着成本

降低、规模扩大和监管审批严格等严峻挑战，目前还没有细胞培养肉类产品上市。

概述



当前的肉类产业是不可持续的

◼ 目前，全球肉类产业产值近2万亿美元。过去50年，全球肉类消费翻了近一番，给粮食供应带来了严重挑战。

◼ 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至100亿。全球粮食产量需要提高70%才能满足2050年的全球需求。

◼ 过去几十年主要作物的产量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如果全球粮食体系不产生重大变革，未来几十年可能产生严
重的粮食危机。

◼ 传统肉类的替代品是积极转变的潜在方案之一。

全球年人均肉类消费量 全球农作物产品去向 全球农业净生产指数

生物燃料

粮食

牲畜

其他



肉是一种低效的营养来源

◼ 能量转化效率低——生产含1cal能量的鸡肉需要含9cal能量的饲料，生产含1g蛋白质的鸡肉需要用含5g蛋白质
的饲料；生产含1cal能量的猪肉需要用含10cal能量的饲料。如果全世界人口都不吃肉，完全采用以植物为基
础的替代饮食，当前的农业生产能力完全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 生长时间长——动物需要长时间的生长周期，所有主要家畜中生长时间最短的鸡需要56天才能成熟；牛需要
18个月才能达到屠宰年龄。

◼ 可食用部分有限——家禽和猪只有55%的身体部位可以食用；牛40%的身体部位可以食用。

动物饲料
（能量）

代谢、修复、热能等

能量转化为肉



肉类替代品简史

烤麸（面筋）
中国厨师发明，用水冲洗小麦粉冲走
淀粉，留下的蛋白基质

豆腐
中国厨师发现凝固的豆
浆凝乳可以作为肉类替
代品

不可能的食物
利用转基因酵母生产带
“血”的素食汉堡

不可能的食物
利用转基因酵母生产带
“血”的素食汉堡

坚果类（Nuttose）
家乐氏生产一种花生制品，
类似于盆栽肉

Tofurkey
用大豆蛋白制作人造火
鸡胸脯

Beyond Meat
洛杉矶初创公司，使用新型
挤压方法将豌豆蛋白挤压成
肉饼

豆腐
中国厨师发明，将凝固
的豆浆凝乳用作替代肉
类食物

Quorn
英国马洛食品公司生产
一种由纤维真菌蛋白制
成的肉饼

细胞培养肉
在荷兰实验室生产的第一个体
外细胞培养肉汉堡，售价
325000美元。由Mosa Meat
公司进行生产

Impossible Meat
利用转基因酵母生产带“血”
的素食汉堡

Impossible Meat
利用转基因酵母生产的带
“血”素食汉堡上市



植物基肉类为什么现在爆发？

质量追求
◼ Beyond Meat和Impossible Foods

等植物基产品生产商不仅瞄准
素食者，还瞄准了95%的肉食
消费者。

◼ 与素食者相比，这些消费者不
太可能在肉质和口感上妥协。

◼ 在产品质量和肉类精确复制方
面还有严峻的研发难点，这是
前几代肉类替代品所没有的。

可利用性
◼ 植物基肉类替代品现在可广泛

使用。

◼ 商店布局是一个重要因素。把
植物基牛奶放在零食店或乳制
品的货架上，是导致销量激增
的原因之一。例如，美国
Beyond的肉制品在肉类通道销
售，增加了消费曝光。

◼ 快餐连锁店越来越多地销售植
物性肉制品，也增加了曝光率，
让消费者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试用产品，而不改变他们的零
售购物习惯。

消费者认知
◼ 植物基肉类被视为肉类产品的

健康替代品，让消费者能够没
有负罪感地去享受喜爱的食品。

◼ 消费理念发生改变，消费者越
来越多的消费可持续和合乎动
物伦理的产品。

◼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肉类行业
的怀疑日益增长，68%的美国
消费者对食品中的动物使用方
式感到不安。



植物肉消费群体：不仅仅是素食者

近年来，欧盟国家的消费者中素食主义者的人数显
著增加，但考虑到欧盟占全球植物性肉类替代品销售额
的39%，素食主义者的占比仍然相对较小。

与欧盟的趋势不同，美国的素食主义者和纯素主义
者的数量保持不变。2019年美国约5%的人口认为自己
是素食主义者或纯素主义者，与2012年的比例相同。

这表明，植物基肉制品的销售量激增主要源于肉食
者的购买。植物性肉类的销售统计中，89%购买了肉类
替代品的人也购买肉类。

2019年购买植物肉汉堡的美国消费者中，95%非素
食主义者；Impossible Foods首席执行Pat Brown称，
90%吃Impossible的汉堡的人都是肉食者。

2019年被认定为素食主义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8年全球在食品和饮料领域上市素食新产品比例最高的国家



输入材料
将植物加工成粗面条形状，
再放入挤压机

预处理
对富含蛋白质的面粉进行处理，添加脂
肪和染料等成分，水化和蒸汽预热，从
而方便挤压，制成挤压物。

旋拧
将物料输送到桶中，混合挤压物。提供机械能，在湿气中
通过摩擦加热混合物，使蛋白质变性。螺杆的速度和几何
结构会影响施加在挤压物上的剪切速率、加热速率、停留
时间。高质量的植物性肉制品通常使用双螺杆装置。

植物蛋白组织化
离开机器的产品通常需要进一
步加工（例如添加香料等），
最终转化为最终产品。

模具
最终产品冷却并成形。冷却速度和模
具长度对最终产品有很大影响。创造
一个纤维状的肉质结构通常需要通过
长模具逐渐冷却，保证商场过程中几
乎没有膨胀。

高速挤出
在混合过程中输送挤压物的容器。在
单螺杆挤压机中，可以根据筒体的尺
寸增加摩擦。

富含蛋白

质的面粉

组织化的

植物蛋白

植物蛋白的制作



细胞培养肉能解决问题吗？

许多肉类行业的问题，可以通过将大量消费者转话为
素食者或减少肉类消费来解决，但这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
期望。

植物基肉类替代品，如Impossible Meat和Beyond Meat

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但产量仍然只占美国市场的0.2%。植
物基肉类往往难以复制传统肉类的口感和质地，即便是处
于环境和道德利益的考虑，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不是
肉。因而未来需要另一个方案——体外培养动物细胞生产
“细胞培养肉”或“洁净肉”。

自2013年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培养肉汉堡诞生以来，这
一领域发展迅速，全球各地的初创企业争相成为第一家将
“细胞培养肉”商业化的公司。

2013年，Mosa Meat现任首席执行官马克•波斯特展示了世
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培育的汉堡，生产成本超过30万美元。
自那时起，这一领域快速发展。



人们会吃有细胞培养肉汉堡吗？

美国有许多消费者不喜欢肉类工业。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的民意调查发现，

47%的受访者希望禁止屠宰场和工厂化养殖，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动物在食品行业的使用方式感到不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细胞培养肉。

不过，即使最悲观的民调也显示，20-30%的美国人愿意尝试细胞培养肉。这比美国整个植物肉市场大了

40多倍。

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通常会对不寻常的食物更加宽容。当寿司最初在西方被引进时，消费者对它充

满了怀疑，但现在寿司店在城市街道上已是司空见惯的景象。“细胞培养肉”也可能如此。

哪个年龄群体最可能接受细胞培养肉？



细胞培养肉产业面临的挑战

成本
◼ 细胞培养肉成本很难与传统肉平

价。

◼ 传统的生物反应器需要许多生长
培养基才能生产一公斤养殖肉。
生长培养基目前每升售价约为
400美元。

◼ 启动成本极高，例如购买先进的
生物培养设备等。

◼ 高昂的价格将意味着第一代产品
对消费者来说非常昂贵。目前尚
不清楚细胞培养肉公司将如何维
持对此类昂贵产品的需求。

扩大规模
◼ 以商业规模生产细胞培养肉将极

具挑战性，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
拥有大规模生产设施和生产线。

◼ 所需的许多工艺不成熟，例如，
在正确的生物反应器中使用正确
的支架（scaffolds）进行细胞接
种，这些工艺仍极具挑战。

◼ 缺乏细胞培养肉生产的技术体系。
目前没有一家公司投资相关生物
反应器、生长培养基或生长因子
等技术研发。这些技术体系的搭
建是非常昂贵、费时且风险很高。

法规
◼ 目前没有批准细胞培养肉作为

食品使用。

◼ 美国和欧盟已经确定了监管途
径，但仍有许多未回答的问题，
例如产品标签等。

◼ 在美国和欧盟批准细胞培养肉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还没有任
何一家公司着手申请。

◼ 批准需要详细的安全数据。尚
无一家公司披露过任何关于大
规模消费者安全的测试数据。



细胞培养肉是如何生产的？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如下：
1、从动物活体中获取起始细胞，这些细胞需要具有很高的增殖率，并易于分化成特定功能细胞，通常选用动物

干细胞作为起始细胞。
2、用生长培养基来培养起始细胞，使其快速增殖。
3、为了使培养出的肉具有真正肉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一层细胞，细胞必须在一个引导组织结构和顺序的支架上

生长，形成肌肉纤维。支架必须保证能够将营养物质送达细胞，并机械性地拉伸细胞，使其充分发育。
细胞培养肉背后的科学原理相对简单，其主要技术挑战在于扩大规模和提高成本效益，例如，配置合适的大型生

物反应器，能够为细胞提供营养、提供机械“运动”力、防止细菌污染、易于使用、清洁和再利用。



养殖肉的SWOT分析

优势

挑战机遇

劣势

◼ 与其他肉类替代品相比，细胞培养肉类在口感
和质地上可能更接近传统肉类。

◼ 与传统肉类相比，细胞培养肉类需要更少的土
地和水源。

◼ 对细胞培养肉的投资正在增长，已有公司报告
相关的研发突破，如无血清培养基等。

◼ 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细胞培养肉的商业化
生产。

◼ 使用现有技术成本极其昂贵，特别是培养基。

◼ 尚无细胞培养肉类公司具备成熟的供应链。

◼ 尚无公司获得细胞培养肉类产品的监管批准。
美国和欧盟的监管途径尚不完全清楚。

◼ 2014年以来，生产成本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
企业对达到商业上可行的成本持乐观态度。

◼ 亚洲消费者和年轻消费者更愿意尝试细胞培养
肉类产品。

◼ 随着细胞培养肉类制品进入市场，供应链将得
到发展，扩大规模也将变得更加容易。

◼ 多数消费者对食用细胞培养肉制品抱怀疑态度

◼ 监管可能导致标签限制，如使用“实验室培养
肉”等消费者不喜欢的术语，会严重影响销量。

◼ 扩大生产规模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 要达到与肉类价格相当的水平非常困难，并面
临植物基肉类等竞争产品的挑战。



现有细胞培养肉公司及其使用的动物细胞

细胞培养肉企业的融资情况

自2015以来，约有1.2亿美元资金进入细胞培养肉类企业。截止目前最大的单笔交易是BlueNalu刚刚完
成的A轮融资，筹集金额达到2000万美元，BlueNalu成为融资最多的细胞培养肉公司。

Memphis Meat、Future Meat Technologies、Mosa Meat和Aleph Farms等公司也进行了A轮融资。融资金
额在20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



美国植物基肉类和细胞培养肉类市场预测

预计到2030年，美国植物基肉类市场将达到57亿美元，占肉类市场的3.1%，与2020年相比，复合年

增长率将达到16.7%。且随着消费者态度的转变和大规模的投资，市场增长的态势不会停滞。

预计到2030年，美国细胞培养肉类市场将达到1.62亿美元。首批产品预计将于2022年发布。不过，

尽管细胞培养肉类公司（如JUST）对产品发布日期持乐观态度，但监管部门可能在申请提交后1-2年时间

才会批准生产，产品物流的部署也需要时间，所以真正进入餐桌的时间还要延后。产品最初的发布规模

可能非常小，且局限在特定场合。预计初始增长率较低。2028年以后，才会开始快速增长。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