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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食品乳化剂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食品

乳化剂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食品乳化剂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食品乳化剂行业的现状、

中国食品乳化剂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食品乳化剂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食

品乳化剂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食品乳化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食

品乳化剂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食品乳化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品添加剂，它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到食品的制造工艺和品

质，其在食品中的主要作用可以概括为：不仅能提高食品质量，延长食品的保存期，改善食

品的风味和感观性状，而且还可以防止食品变质，便于食品加工和保鲜，有助于新型食品的

开发。当前，食品乳化剂的消费量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甘油脂肪酸酯，约占总消费量的2/3~3/4

。作为其中最大类的甘油酯类乳化剂，蒸馏单硬脂酸甘油酯及其系列产品占食品乳化剂

的50%以上的销售份额。 

     食品工业的发达程度取决于产业链各环节的竞争力，不仅决定于食品工业本身的企业组织

效能和技术研发能力，还取决于前向的投入原料的农业、投入生产设备的装备制造业以及后

向的包装、运输、储藏、销售等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目前，影响中国食品工业竞争力的关联

产业主要为两大前向产业，即生产食品原料的农业和提供生产设备的装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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