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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食用米糠油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食用

米糠油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食用米糠油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食用米糠油行业的现状、

中国食用米糠油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食用米糠油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食

用米糠油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食用米糠油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食

用米糠油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食用米糠问世，我国也有类似产品被发明，即应用现代食品加

工精准碾制技术将米糠中的不益食物质（稻壳、果皮、种皮、灰尘、微生物等）与益食营养

物质（胚、糊粉层等外层胚乳）在洁净的生产车间里进行精准碾磨分离，此分离技术可将米

糠分级为饲料级米糠和食品级米糠两部分，其中食品级米糠约占米糠总重量的80%，营养

的90%以上。因为食品级米糠虽然只占稻谷重量的6%，且占稻谷营养的约60%，是大米碾白

过程中的碾下物，所以其也被人们称为&ldquo;米珍&rdquo;或是&ldquo;米粕&rdquo;。

     将来米糠油也将分为食用油与工业原料油两种：新一代的食用《米糠油》将是由稻米精准

碾磨获得的纯净稻米胚与糊粉层制取，也叫《米粕油》或《米珍油》。而由真正的米糠（稻

米的保护皮层：果皮、种皮、外胚乳、稻壳等）制得的米糠油将只能是工业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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