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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羊奶制造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羊奶制造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羊奶制造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羊奶制造行业

的现状、中国羊奶制造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羊奶制造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羊奶制造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羊奶制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羊

奶制造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乳制品，指的是使用牛乳或羊乳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或不加入适量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其他辅料，使用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所要求的条件，加工制作的产品。乳制品包

括液体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乳粉（全脂乳粉、脱脂乳粉、部分脱

脂乳粉、调制乳粉、牛初乳粉）；其他乳制品（等）。

    随着中国乳业的迅速发展，产品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已成为技术装备先进、产品品种较

为齐全、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食品制造业，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乳制品消费市

场会不断扩大并趋于成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乳制品消费最大的潜在市场。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羊奶制造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乳制品销量达1346.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1.8%。       指标  

2018年第二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2017年第四季度   2017年第三季度   2017年第二季度   2017年

第一季度       乳制品销售量_累计值(万吨)   1346.1   585.7   2905.1   2291.2   1445   679.1       乳制品产

销率_累计值(%)   101.6   99.7   99.3   100.6   99.5   100.7       乳制品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1.8   -0.8   -0.8   1   0.4   0       乳制品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4.7   2.8   31.9   3.8   4.9   -5.6

第一章 羊奶行业相关基础概述及研究机构

 　　1.1 羊奶的定义及分类

　　　　1.1.1 羊奶的界定

　　　　1.1.2 羊奶的分类

　　　　1.1.3 羊奶优点分析

　　　　1.1.4 羊奶与牛奶对比分析

　　1.2 羊奶行业特点分析

　　　　1.2.1 市场特点分析

　　　　1.2.2 行业经济特性



　　　　1.2.3 行业发展周期分析

　　　　1.2.4 行业进入风险

　　　　1.2.5 行业成熟度分析

　　1.3 羊奶行业研究机构

　　　　1.3.1 羊奶行业介绍

　　　　1.3.2 羊奶行业研究优势

　　　　1.3.3 羊奶行业研究范围 

第二章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2.1 中国羊奶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1.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1、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2、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3、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4、恩格尔系数

　　　　　　5、工业发展形势

　　　　　　6、奶制品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2.1.2 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2 中国羊奶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2.1 行业监管环境

　　　　　　1、行业主管部门

　　　　　　2、行业监管体制

　　　　2.2.2 行业标准体系分析

　　　　　　1、GMP体系

　　　　　　2、HACCP系统

　　　　　　3、《食品安全法》

　　2.3 中国羊奶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行业社会环境

　　　　　　1、人口结构分析

　　　　　　2、教育环境分析

　　　　　　3、文化环境分析

　　　　　　4、生态环境分析

　　　　　　5、中国城镇化率



　　　　　　6、消费升级发展趋势

　　　　2.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4 中国羊奶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羊奶技术分析

　　　　　　1、湿法工艺流程

　　　　　　2、干法工艺流程

　　　　2.4.2 羊奶技术发展水平

　　　　　　1、中国羊奶行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

　　　　　　2、与国外羊奶行业的技术差距

　　　　2.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2.4.4 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中国羊奶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3.1 羊奶行业产业链概述

　　　　3.1.1 产业链定义

　　　　3.1.2 羊奶行业产业链

　　3.2 羊奶行业上游-奶山羊养殖产业发展分析

　　　　3.2.1 奶山羊养殖产业发展现状

　　　　3.2.2 奶山羊养殖产业供给分析

　　　　3.2.3 羊奶供给价格分析

　　　　3.2.4 羊奶供给企业分析

　　　　3.2.5 羊奶供给区域分布

　　3.3 羊奶行业下游-经销商情况分析

　　　　3.3.1 羊奶经销商发展现状

　　　　3.3.2 羊奶经销商规模情况

　　　　3.3.3 羊奶经销商区域分布

　　3.4 羊奶行业终端消费者消费情况分析

　　　　3.4.1 中国人均羊奶消费情况

　　　　3.4.2 羊奶消费者地域分布情况

　　　　3.4.3 健康绿色消费观念下的羊奶消费市场

　　　　3.4.4 羊奶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分析 

第四章 国际羊奶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4.1 2013-2018年国际羊奶行业发展现状



　　　　4.1.1 国际羊奶行业发展现状

　　　　4.1.2 国际羊奶行业发展规模

　　　　4.1.3 国际羊奶主要技术水平

　　4.2 2013-2018年国际羊奶市场需求研究

　　　　4.2.1 国际羊奶市场需求特点

　　　　4.2.2 国际羊奶市场需求结构

　　　　4.2.3 国际羊奶市场需求规模

　　4.3 2013-2018年国际区域羊奶行业研究

　　　　4.3.1 欧洲羊奶市场概况

　　　　　　1、欧洲羊奶市场现状分析

　　　　　　2、欧洲羊奶市场规模分析

　　　　　　3、欧洲羊奶市场发展趋势

　　　　4.3.2 美国羊奶市场概况

　　　　　　1、美国羊奶市场现状分析

　　　　　　2、美国羊奶市场规模分析

　　　　　　3、美国羊奶市场发展趋势

　　　　4.3.3 日韩羊奶市场概况

　　　　　　1、日韩羊奶市场现状分析

　　　　　　2、日韩羊奶市场规模分析

　　　　　　3、日韩羊奶市场发展趋势

　　4.4 国际羊奶巨头&mdash;&mdash;荷兰海普诺凯集团经营分析

　　　　4.4.1 产品品牌分析

　　　　4.4.2 产品投资前景

　　　　4.4.3 区域投资前景

　　　　4.4.4 经营情况分析

　　4.5 2018-2025年国际羊奶行业发展展望

　　　　4.5.1 国际羊奶行业发展趋势

　　　　4.5.2 国际羊奶行业规模预测

　　　　4.5.3 国际羊奶行业发展机会 

第五章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发展概述

 　　5.1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1.1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阶段



　　　　5.1.2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5.1.3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5.2 2013-2018年羊奶行业发展现状

　　　　5.2.1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热点

　　　　5.2.2 中国羊奶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1、预期价格目标与销量相矛盾

　　　　　　2、标准缺失成主要短板

　　　　　　3、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低

　　　　　　4、推广和宣传力度不够

　　　　　　5、羊奶供应难以满足需求

　　　　5.2.3 中国羊奶企业发展分析

　　5.3 羊奶行业替代品及互补产品分析

　　　　5.3.1 羊奶行业替代品分析

　　　　　　1、替代品种类

　　　　　　2、主要替代品对羊奶行业的影响

　　　　　　3、替代品发展趋势分析

　　　　5.3.2 羊奶行业互补产品分析

　　　　　　1、行业互补产品种类

　　　　　　2、主要互补产品对羊奶行业的影响

　　　　　　3、互补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5.4 中国羊奶行业细分市场概况

　　　　5.4.1 市场细分充分程度

　　　　5.4.2 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1、高端羊奶市场

　　　　　　2、普通羊奶市场

　　　　　　3、进口羊奶市场

　　　　　　4、国产羊奶市场

　　5.5 羊奶行业渠道与行业品牌分析

　　　　5.5.1 羊奶行业渠道分析

　　　　　　1、渠道形式

　　　　　　2、渠道要素对比

　　　　　　3、各区域主要代理商情况



　　　　5.5.2 羊奶行业品牌分析

　　　　　　1、品牌数量分析

　　　　　　2、品牌推广方式分析

　　　　　　3、品牌美誉度分析

　　　　　　4、品牌的选择情况

　　　　5.5.3 国际品牌对国产品牌的冲击分析

　　　　　　1、国际品牌冲击国产品牌市场份额

　　　　　　2、国际品牌具备的竞争优势分析

　　　　　　3、国际品牌占据中国高端羊奶市场

　　5.6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5.6.1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制约因素

　　　　5.6.2 中国羊奶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5.6.3 中国羊奶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第六章 中国羊奶行业运行指标分析及预测

 　　6.1 中国羊奶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6.1.1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企业数量情况

　　　　6.1.2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企业竞争结构

　　6.2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6.2.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6.2.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6.2.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6.2.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6.3 中国羊奶行业市场规模分析及预测

　　　　6.3.1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6.3.2 2018-2025年中国羊奶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6.4 2013-2018年中国羊奶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6.4.1 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6.4.2 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6.4.3 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6.4.4 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6.4.5 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6.4.6 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6.5 中国羊奶行业市场供需分析及预测

　　　　6.5.1 中国羊奶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1、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供给规模分析

　　　　　　2、2018-2025年中国羊奶行业供给规模预测

　　　　6.5.2 中国羊奶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1、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2、2018-2025年中国羊奶行业需求规模预测

　　6.6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产品价格分析

　　　　6.6.1 2013-2018年中国羊奶行业产品价格回顾

　　　　6.6.2 2013-2018年中国羊奶产品当前市场价格统计分析

　　　　6.6.3 2013-2018年中国羊奶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6.6.4 2018-2025年中国羊奶产品价格预测

　　6.7 羊奶行业进出口分析

　　　　6.7.1 出口分析

　　　　　　1、2013-2018年羊奶出口总况分析

　　　　　　2、2013-2018年羊奶出口量及增长情况

　　　　　　3、2013-2018年羊奶细分行业出口情况

　　　　　　4、出口流向结构

　　　　　　5、出口产品品牌分析

　　　　　　6、主要出口企业分析

　　　　　　7、出口价格特征分析

　　　　6.7.2 进口分析

　　　　　　1、2013-2018年羊奶进口总况分析

　　　　　　2、2013-2018年羊奶进口量及增长情况

　　　　　　3、2013-2018年羊奶细分行业进口情况

　　　　　　4、国家进口结构分析  

　　　　　　5、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6、进口产品价格分析 

第七章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7.1 互联网给羊奶行业带来的冲击和变革分析

　　　　7.1.1 互联网时代羊奶行业大环境变化分析

　　　　7.1.2 互联网给羊奶行业带来的突破机遇分析



　　　　7.1.3 互联网给羊奶行业带来的挑战分析

　　　　7.1.4 互联网+羊奶行业渠道形势变革分析

　　　　7.1.5 互联网+羊奶行业营销模式变革分析

　　7.2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7.2.1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投资布局分析

　　　　　　1、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投资切入方式

　　　　　　2、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3、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投资业务布局

　　　　7.2.2 羊奶行业目标客户互联网渗透率分析

　　　　7.2.3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2.4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1、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参与者结构

　　　　　　2、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竞争者类型

　　　　　　3、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占有率

　　　　7.2.5 中国羊奶行业电商平台分析

　　　　　　1、天猫商城

　　　　　　2、淘宝商城

　　　　　　3、京东商城

　　　　　　4、苏宁易购

　　　　　　5、宝宝树

　　　　7.2.6 中国羊奶企业互联网战略案例分析

　　7.3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趋势预测分析

　　　　7.3.1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增长动力分析

　　　　7.3.2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发展瓶颈剖析

　　　　7.3.3 中国互联网+羊奶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八章 中国羊奶行业消费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8.1 羊奶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8.1.1 羊奶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

　　　　8.1.2 羊奶行业的需求情况分析

　　　　8.1.3 羊奶品牌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8.2 羊奶消费市场状况分析

　　　　8.2.1 羊奶行业消费特点



　　　　8.2.2 羊奶行业消费结构分析

　　　　8.2.3 羊奶行业消费的市场变化

　　　　8.2.4 羊奶市场的消费方向

　　8.3 羊奶行业产品的品牌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8.3.1 消费者对行业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8.3.2 消费者对行业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8.3.3 消费者对行业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8.3.4 羊奶行业品牌忠诚度调查

　　　　8.3.5 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九章 中国羊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9.1 中国羊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9.1.1 羊奶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9.1.2 羊奶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9.1.3 羊奶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9.1.4 羊奶国际竞争格局分析

　　　　　　1、国际羊奶品牌格局

　　　　　　2、国际羊奶区域格局

　　　　　　3、国际羊奶市场集中度分析

　　　　　　4、中国羊奶市场国产品牌占比分析

　　9.2 中国羊奶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9.2.1 羊奶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9.2.2 羊奶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9.2.3 羊奶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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