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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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食用香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食用香

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食用香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食用香料行业的现状、中国食用

香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食用香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食用香料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食用香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食用香料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食用香料是发展食用香精的基础，其发展的重点趋向于天然香料和（或）仿同天然香料。

近年来国内外相继合成一大批新的含氮、含硫和含氧杂环类的食用香料，如吡嗪、噻吩和呋

喃类化合物等，并进一步配制成不同香精，用于各种方便食品、人造食品如人造牛肉、猪肉

、鸡肉和海味类食品等，促进了食品工业的发展。

     食用香精是参照天然食品的香味，采用天然和天然等同香料、合成香料经精心调配而成具

有天然风味的各种香型的香精。包括水果类水质和油质、奶类、家禽类、肉类、蔬菜类、坚

果类、蜜饯类、乳化类以及酒类等各种香精，适用于饮料、饼干、糕点、冷冻食品、糖果、

调味料、乳制品、罐头、酒等食品中。食用香精的剂型有液体、粉末、微胶囊、浆状等。目

前我国食用香精香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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