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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肉苁蓉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肉苁

蓉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肉苁蓉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肉苁蓉行业的现状、中国肉苁蓉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肉苁蓉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肉苁蓉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肉苁蓉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肉苁蓉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肉苁蓉，别名疆芸、寸芸、苁蓉、查干告亚（蒙语），属濒危种。高大草本，高40-160厘米

，大部分地下生。花期5-6月，果期6-8月。主产于新疆、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宁夏也有分

布。

     肉苁蓉是个有活力、有潜力、有后劲的主流品种之一。 肉苁蓉年需求量在3000-3500吨。商

品称为大芸(淡大芸)、苁蓉(甜大芸、淡苁蓉)，主产于我国的新疆、内蒙古，在宁夏、青海、

甘肃等地也有分布，但产量相对较小。内蒙古产区以野生为主，种植为辅；而新疆产区相反

，以种植为主，野生为辅。其中以内蒙古质量最佳。虽然人工栽培已经开始规模化种植，但

因其生长周期较长，家种还未大规模产出。

     肉苁蓉是著名中药材，具有抗衰老、抗疲劳、抗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病、调节免疫功能、

通便、保肝等多方面作用。肉苁蓉产业链优化后，衍生出一系列的产品如肉苁蓉胶囊、肉苁

蓉茶、肉苁蓉酒等，加上卫计委出台对内蒙古区域的肉苁蓉纳入药食两用行列，这将加大对

软大芸的需求，未来的产品多元化后，肉苁蓉这个品种将爆发出更多的保健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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