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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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青贮饲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青贮饲

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青贮饲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青贮饲料行业的现状、中国青贮

饲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青贮饲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青贮饲料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青贮饲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青贮饲料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青贮饲料是一类饲料，由含水分多的植物性饲料经过密封、发酵后而成，主要用于喂养反

刍动物。青贮饲料比新鲜饲料耐储存，营养成分强于干饲料。另外，青贮饲料储存占地少，

没有火灾问题。

     青贮饲料是将含水率为65%－75%的青绿饲料经切碎后，在密闭缺氧的条件下，通过厌氧乳

酸菌的发酵作用，抑制各种杂菌的繁殖，而得到的一种粗饲料。青贮饲料气味酸香、柔软多

汁、适口性好、营养丰富、利于长期保存是家畜优良饲料来源。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青贮饲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2

年我国饲料产量累计值达32327.7万吨，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下降0.2%。           指标   2022年12

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0月   2022年9月   2022年8月   2022年7月       饲料产量当期值(万吨)  

2918.7   2856.5   2859.9   2996.5   2691.2   2612       饲料产量累计值(万吨)   32327.7   29489.3   26602  

23351   20331   17668       饲料产量同比增长(%)   0.9   -1.3   -1.1   4.5   -6.6   -5.5       饲料产量累计增

长(%)   -0.2   -0.1   -0.2   -2.1   -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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