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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酸乳（俗称酸奶）是指添加（或不添加）乳粉（或脱脂乳粉）的乳中（杀菌乳或浓缩乳）

，由于保加利亚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的作用进行乳酸发酵制成的凝乳状产品，成品中必须含有

大量的、相应的活性微生物。

    酸奶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健康人一天吃多少较合适没有严格限制。专家们认为，

健康成人每天喝不超过一千毫升都是可以的。一天之中任何时候想喝都可以喝。

    酸奶是一种传统发酵乳制品，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良好的保健功能。随着冰箱的普及和

冷链系统的推广，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和文明素质的提高，随着健康理念的流行，酸奶已

经成为我国大发酵乳制品，是最具盈利和发展潜力的产业。

2009-2015年中国酸乳（04031000）进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出口（千克、千美元） 进口（千克

、千美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09年 29556 24 749627 2,554   2010年 197815 153 944518 3,179  

2011年 278062 224 1403208 5153   2012年 198811 233 2696020 8501   2013年 39928 67 3446510 12412  

2014年 ** ** ** **   2015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酸乳市场趋势预测与前景评估》。内容严谨、数据翔实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

投资前景研究。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洞悉行业

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前景，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规划建议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博思数据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具体产品有行

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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