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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当
“
私人定制”撞上外卖
谁说“私人定制”只属于服装、
珠宝、家具？

参与方式

后， 直接在楼下的储物柜里就可以

餐饮品牌一次又一次颠覆了我们对

取自己预订的快餐呢？ 目前，这种全

传统的认知，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各种

当餐饮也玩“私人定制”，你能

新的餐饮外卖方式已经来到我们身

噱头所吸引， 而餐饮私人定制作为

想象会是什么样吗？“餐饮定制”作
为一种新型的外卖方式， 正逐渐被

边，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
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组委

‘
互联网 +O2O’的新玩法，体现了互
联网式售卖最极致的特性，能够让销

年轻的消费者所接受。 在目前，饕餮
食客们使用手机订餐、 支付已经不

会主任马巍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
说起互联网餐饮， 大家第一个想到

售者与消费者最紧密地互动，当这种
玩法逐渐升华为一种变消费者为主

算什么稀罕事了， 手机 APP 订餐可
分分钟搞定。 但是你是否想象过当

的可能是：雕爷 500 万一份的牛腩配
方、卖煎饼估值数亿的黄太吉或者是

导的模式，那么将使传统餐饮的整个
采买体系发生的倒扣式颠覆，其未来

我们在电脑或者手机上预订支付

带谷歌眼镜送餐的帅哥……互联网

前景不可小觑。 ”

私房外卖从 O2O 开始
为保证服务质量，每个订单都有专职订餐小秘书全程跟进，并配备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做数据分析。
“
我是顾客，我就是上帝。 餐饮外

资源，来提高商家的销售效率和服务

如每一单背后都有数据分析，这一单

卖私人定制，让简单的盒饭成为个性
的张扬， 这就是这种餐饮私人定制

质量。
那么，企业是如何通过互联网大

的消费者是重口味还是小清新，是好
海味还是喜麻辣，数据会通过历史用

‘
互联网 +O2O’新模式的诱惑所在。

数 据 做 餐 饮 私 人 定 制 “互 联 网

餐反馈信息等数据，来建立这个消费

在这种新模式下，可以将消费者细分
为不同的类别，比如女性、男性、儿童
和有特殊爱好的人。 ”马巍告诉记者，
之前的互联网营销只是用简单的营

+O2O”的？
“
对于消费者而言， 不仅可以享
受到外卖餐饮的私人定制，在每个订

者的专属订餐档案，并运用到这个消
费者未来的订餐中。
在未来的订餐中， 系统会主动
屏蔽掉这个消费者不喜欢的食材，

销手段，将商家与客户连接起来。 现

的专职小秘书在为其服务。 ”马巍认

如今这种餐饮定制“互联网 +O2O”
新模式， 是通过

为，在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所有的
订餐操作全部可以在线完成，品牌介

在选择方面，会更有针对性，避免了
大而全的做法。 更为简捷的是，有了
消费者的消费信息之后， 当这个消

互联网大数据去
管理、 整合传统

绍、游戏互动、在线订餐、在线支付、
订餐服务，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就是在线配餐，消费者可以根据

费者再次下单时， 客服会把数据调
出来让消费者快速阅览， 如果确认
没有问题，系统会直接发送给厨房，

自己的喜好， 在种类繁多的选项中，
选择适合自己饮食习惯的食材，为保

那么一份专属于这个消费者口味的
私人定制外卖就出炉了。 为保证品

证服务质量，每个订单都有专职订餐
小秘书全程跟进，并

质的公开透明，每个订单还可以附送
一 个 私 人 专 属 菜 品 制 作 MV 小 视

配备有专业的运营
团队做数据分析。比

频，让这个消费者可以看到自己定制
的外卖是如何烹饪出来的，这样也杜

单的背后，还有一个专属每个消费者

用云计算来完成定制过程

首届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
大赛是面向全国发起的大型餐

在移动互联网下，让普通消费者享受个性服务，是整个
餐饮行业在销售业绩不景气现状下的一个转变方向。
或许你现在很难想象，一

效果；最重要的是，微信点餐系

个顾客从进店开始， 商家就通
过面部、 指纹等智能终端设备

统能一键百度地图指引、 导航
到餐厅； 在系统内设置多款游

识别技术获取到用户信息，并
根据大数据计算出这个消费者

戏，供消费者等位娱乐；在微信
点餐系统里可以设置店内就餐

想要消费的商品， 并通过个人
信用数据、消费力、生日信息等

或外卖送餐方式。
还有用 O2O 模式做盒饭

将商品以不同的活动方式推送

生意的腹愁者联盟， 其创始人

到消费者的便携智能端， 诸如
智能穿戴、手机等。 消费者则是
通过智能无线端进行订餐、选

刘小冬告诉记者， 他希望能够
搭建起一个餐饮平台， 利用现
在火爆的 O2O 外卖平台，产生

位和支付。 而这一切不需要一

一个个好的项目或产品， 借助

个服务人员， 只是通过云计算
来完成整个过程。
在北京中聚天弘投资管理

这些外卖平台的资源， 在这个
餐饮平台上进行无限量的复
制，并借助大厨式经营策略，来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聚天

迎合现代白领对安全、 卫生外

弘”） 旗下的聚义厅烧烤项目
中， 就有类似的技术用于餐饮
中，用微信机器人做烧烤项目，

卖的需求。
“随着‘互联网 +’全新经
济形态的出现， 未来还将会有

借助发达的 APP 端推广传统
餐饮。 聚义厅烧烤创始人田晶
告诉记者， 聚义厅目前有微信

更多的企业通过互联网创新改
变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 马巍
说，餐饮私人定制作为“互联网

点餐系统，采用这个系统，可以
降低人工成本。 从某种意义上
讲，不用装任何软硬件，公众号
变成微信餐厅，供用户点餐。 与
此同时， 关注公众账号成为微

+O2O”的新模式，是互联网式
售卖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层，
在移动互联网下让普通消费者
享受个性服务， 是整个餐饮行
业在销售业绩不景气现状下的

信粉丝， 能群发宣传、 促销信
息， 达到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

一个转变方向。

饮赛事， 希望更多有创新的餐
饮项目加入进来， 获奖者将获
得组委会现金奖励， 并将获得
近 1000 万元以上的天使、众
筹、VC、PE 投资。 同时，中国餐
饮创客好项目大赛组委会还为
餐饮创客提供以下扶持： 为初
入选的 100 个项目举办“
餐饮
项目策划及商业模式特训营”；
为进入复赛的 50 个项目举办
“融资和资源整合特训营”；为
进入半决赛的 20 个项目举办
“天 使 投 资 和 众 筹 融 资 特 训
营”； 为进入决赛的 10 强项目
举办
“
VC 投资和新三板机构特
训营”。
本次大赛欢迎有餐饮好项
目的创客来参赛， 还欢迎投资
机构、众筹机构、天使投资人、
餐饮专家及各地餐饮合作者的
加入。 在报名方式方面：餐饮创
客 可 通 过 餐 饮 创 客 网 cyck8.
com 直接报名； 或关注微信
cyck2015 进行报名； 也可发邮
件至 bm@cyck8.com 报名；还
可发送短信至组委会专用手机
13718527147 报名。

“黑厨房”脏、
绝了目前外卖餐饮行业
乱、差的现状。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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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座兔厨房：“兔粉”说了算

专访

如何利用
“
私人定制”做餐饮品牌
创客背景

访中国餐饮创客好项目大赛组委会主任马巍

王红楠：处女座女孩，吃货，无辣不欢，尤其喜欢吃兔头。 在互联网思维下，她看到了餐饮外卖市

个互动的结果， 商家用个性定制的

场的巨大利润空间，创立了年轻时尚的处女座兔厨房主题外卖。

大数据分析出这个区域消费者是普
遍口味特性， 又用个性化服务一对
喜欢尝试新事物的处女座女
孩王红楠是一个很潮的新新人
类。 在她身边总会聚合一些同龄

手脚麻利的服务生会在几秒钟

常便宜的价格成为街边排档的

配好一份专属于这个消费者口
味的兔头。

主力， 直到现在为止其成本和兔
肉相比，也很低廉。

的吃货，他们对饮食挑剔、热爱美
食、没有经济压力、对各地的美食
如数家珍， 尤其是对四川地方小
吃，他们更是无辣不欢。
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约
定， 每年都会相约去四川腹地走
一圈，采采美食之风。 一次，王红
楠和好朋友一起去重庆游玩，在
一条步行街上， 王红楠看到一种
小吃前排起长龙，走近一看，原来
是一家卖兔头的外卖小店， 排队
的人大多是潮男靓女。
王红楠看到， 麻辣兔头被装
在印有各种文字的亚麻色纸袋

这种售卖方式太有个性了，
王红楠一连观察了好几天， 她和
她的朋友在这次游玩中， 发现了
这一商机， 她也想办一家餐饮私
人定制“互联网 +O2O” 的兔头
店，并提出“我们不是外卖，而是
您的私家厨房”的口号，针对顾客
合理的要求进行综合评估， 对美
食饭菜进行改良， 使之成为美味
的“私人定制”的小食。 热衷星座
研究的她，想来想去，就给自己的
兔头店起名
“
处女座兔厨房”。
据了解，在中国，兔子作为
一种食材，其市场潜力可待开发

王红楠称，一个放心的外卖店
是指有安全的品质的食物，并且店
面干净、有特色、好玩，又有人情
味。 在处女座兔厨房里，消费者可
以通过手机 APP、微信、微店等网
络下单，商家送货上门，顾客也可
以到店购买，享受兔粉专属私人的
各种定制服务。 王红楠和她的团
队每周出一款新品，所有新产品均
要通过微信点评再上线，每月推出
本月“
好吃之星”“最佳好吃兔”等。
每周还要组织兔粉活动，征集延续
性的兔子漫画系列，微信好评第一
的，可获得兔产品免费券或兔粉专

数据分析， 这一单的消费者是重口味还
是小清新， 数据会通过历史用餐反馈信
息等数据， 来建立这个消费者的专属订
餐档案， 并运用到这个消费者未来的订

里，那些时尚的“兔粉们”就在路
边，带着店家附送的透明小手套，
取出麻辣兔头， 先是快速用嘴充
分吮吸兔头上面红亮亮的辣椒
油，然后“兔粉们”开始饕餮美食
那一颗饱满的小脑花儿， 食完之
后，吮吸着美味的十根手指，喝口
水，歇口气，再来挑战下一个。
立刻，王红楠被这种美食所
震撼，也被他们这种简单的售卖
模式所吸引。 外卖小店的最显眼
处，有一个柜台上摆放着二十几
种调味料和时令小配菜，每个调

的空间非常巨大。 有关资料显
示，目前我国每年消耗约 5 亿只
兔头， 近 90%都被四川人消费。
可见，其他地区的市场容量尚未
开发，这对于庞大的餐饮创业者
来说， 是一块相当诱人的蛋糕。
在决定创业后，王红楠和她的创
业团队， 开始亲自挑选食材、把
控口味、体验环境、监督卫生，她
希望做让顾客最放心的兔产品
外卖店。 在成本控制上，王红楠
也研究了很久，发现兔头是一个
“低成本、高毛利”的单品。 在 20

属产品等。
王红楠希望处女座兔厨房里
让小小兔头成为一款爆品， 在餐
饮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于是，王红
楠采取多种经营策略， 以自制秘
方的“手撕烤兔”和“秘制兔头”为
主打产品，及周边美食如兔腿、兔
肉等组合搭配，产品更丰富，口味
更多样，不仅满足了“吃兔肉不长
肉”的女性消费需求，还考虑到现
代人多变、刁钻的消费需求，在产
品口味上更加丰富。 除了市场上
常见的香辣、麻辣、鲜香外，还推

餐中。这种做法对于时下喜好
“
快”的消费
者而言，可谓诱惑极大，但是在具体做法
中也应拓展思路， 给食客们推荐新奇特
的产品，以获得更多年轻消费者的钟爱。

料罐上都有一个小小编码，排队
的消费者只需要在售卖时快速
按下自己需要的兔头口味、数量
和希望添加调料、 配菜的编码，

世纪 80 年代，成都兴起吃兔子，
于是剩余的大量“骨头多，肉少”
的兔头就成了兔子身上的鸡肋，
于是，这种边角料的食材就以非

出小清新的柠檬、咖喱、五香等口
味，以及挑战味觉的怪味、BT 辣、
芥末等都是为了满足“兔粉”们的
不同偏好。

专家导师团点评
投资机构代表人士——
—和君咨询合伙
人田昊：

针对顾客合理的要求进行综合
评估，对美食饭菜进行改良，使之成
为
“
私人定制”的小食。这种模式值得
肯定，但是相比传统外卖，顾客的要
求多了，企业的成本相应增加，这就
要求餐饮企业在不增加太多运营成
本之下，实现外卖的私人定制。
餐饮业专业人士 —
—— 中国餐饮创客好
项目大赛组委会主任马巍：

餐饮私人定制作为“互联网
+O2O”的新玩法，是互联网式售卖
最极致的特性，是销售者与消费者最
紧密的互动，这种玩法逐渐升华为一
种变消费者为主导推进，演变成消费
者带着售卖者往前跑的情况，使传统
餐饮的整个采买体系发生的倒扣式
颠覆，其未来前景不可小窥。
品牌营销专家——
— 裕春营销首席顾问
陈朝晖：

餐饮私人定制在每一单背后都有

一进行口味的“微调整”，站在食客
的立场做食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好
吃、价平是基础，及时、快捷是基本，
而互动、交流才是关键。
《中国经营报》： 对于餐饮创客
《中国经营报》： 面对网络营销
方式的普遍性，餐饮创客如何能了解
现在消费者的需求，并能很好地利用
现有的渠道进行餐饮的私人定制？
马巍：餐饮的私人定制模式其
优势在于，针对白领及忙于奔波的
工作一族来说方便快捷，但是如果
产品在卫生健康、种类多样、口味
适口方面做不好以及配送不及时，
就会产生很不好的效果，可能就在
几分钟里，这个商家的负面信息就
会被传在网络上，所以说互联网渠
道对于餐饮商家而言，是一把双刃
剑。 所以，对于餐饮的经营者来说
一定要懂得餐饮互联网经营模式，
这样才能借巧劲。 简单来说，就是
体验营销，首先是经营者要通过互
联网工具，实现餐饮个性定制视觉
上的体验，消费者只有对餐饮店面
以及差异化有所了解，才会产生消
费冲动；其次是通过吃到嘴里的食
物，形成味蕾体验，在个性化定制
之后，品尝到适合自己口味偏好的
餐饮。 最后是通过互联网各类工具
的口碑传播，引发餐后体验，而食
客借助文字、图片、评论等等方式，
晒出买家秀及买家心得，从而拉动
N 次传播。 餐饮经营机构，玩互联
网模式，不是单纯地通过互联网各
类工具进行信息轰炸，而必须是一

而言，怎么才能利用餐饮私人定制这
一经营思路，形成餐饮爆品品牌？
马巍：餐饮私人定制，就是根据
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
务， 但问题是这个产品的差异化在
哪儿？ 现在高端消费者行为正在改
变，对于餐饮的需求，从商家是否能
够快速，到食材的健康，最后落脚到
是不是适合单个消费者口味的问
题， 这种变化是需要餐饮商家及时
了解的。 有了这些差异化之后，商家
就需要设计出一两款产品做爆款，
这个产品通过商家采集大量食客的
消费记录， 并进行大数据的互联网
分析，通过云计算的保存和分类，使
得商家设计出这个区域普遍爱好的
某一款小食， 而这款产品因为用量
比较大， 商家必须算好其成本的低
廉、口味大众，且并不影响同一店面
内其他产品的销售。 比如北京一品
世家东方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
三足鼎力烧烤品牌，就采用
“变废为
宝”式经营模式，创客钟涛采用别人
丢弃的
“
边角料”羊蹄，经过反复的对
比，他以极低的价格从内蒙古腹地进
得这些
“
边角料”，从而为经营者带来
高的毛利润和营业额，并成为三足鼎
力烧烤品牌的一个
“
爆款”，专门为北
方区域消费者进行个性定制美食。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郭白岩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