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9年中国阿胶行业

深度研究与产业竞争现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编制
www.abaogao.com

http://www.abaogao.com


一、报告报价

《2014-2019年中国阿胶行业深度研究与产业竞争现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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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阿胶，即阿邑（阿地）之胶，东阿之胶。胶是古先民在狩猎与劳动中，熬制动物角与皮时

发现的具有较强粘合力，并可食用，且能治疗某些疾病的稠状物。现代药典将阿胶定义为：

以马科动物驴的皮经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ldquo;阿胶，本经

上品。弘景曰：&lsquo;出东阿，故名阿胶&rsquo;&rdquo;。沈括《梦溪笔谈》说：&ldquo;阿

井水，性趋下，清且重。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rdquo;。阿胶与人参、鹿茸并称&ldquo;滋补

三大宝&rdquo;，滋阴补血，延年益寿，阿胶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全国阿胶生产厂家超过30 家，东阿阿胶、福胶销售量最大，其他阿胶小厂普遍产量

在100-200 吨之间，全国销量在6000-7000 吨上下，阿胶行业近几年，随着东阿阿胶的提价及

市场教育，新增很多城市人群，阿胶品系从中低端区域型滋补品转向中高端全国型滋补品，

品系不断扩大，城市白领人群不断扩大。

2012年我国阿胶类产品市场规模约164亿元，近几年我国阿胶类产品市场规模如下图所示：

       目前我国市场上每年流通的阿胶总量约在3000吨左右，近年来，随着老百姓消费能力和保

健意识的提高，滋补养颜、强身健体、调节亚健康的膏方日渐流行，阿胶是各种膏方的主要

配方，受此带动，阿胶市场需求量大增，有数据显示每年增长速度达到30%。随着阿胶行业

竞争门槛的提高和消费者的日趋理性，行业深度&ldquo;洗牌&rdquo;已经开始，一些品牌阿胶

企业将&ldquo;脱颖而出&rdquo;，阿胶市场即将从&ldquo;无序竞争时代&rdquo;步入&ldquo;垄

断竞争时代&rdquo;。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阿胶市场调研及投资策略预测研究报告》共十

章。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国际组织、相关行业协会、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等

权威机构的数据。内容严谨，数据翔实，结合丰富的图表，可以直观的看到阿胶行业的发展

动态竞争格局等信息。对我国阿胶行业市场环境与发展前景、市场竞争格局与动态、市场需

求供给与产销状况、投资风险与规避经营、未来行业趋势与规划建议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列

举阿胶行业市场行业内重点企业状况，竞争优势等。报告深入揭示了阿胶市场潜在需求和机

会，为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投资决策，为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行业市

场情报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报告为该行业中相关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

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政府及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阿胶产品概述

第一节 产品定义 

第二节 产品用途 

第三节 阿胶市场特点分析 

一、产品特征 

二、价格特征 

三、渠道特征

阿胶一般采用三级分销模式：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

而在终端的零售商渠道中又主要有4种：药店、医院、超市、直营店。

OCT的药店终端是企业当前主要的销售渠道，占销售收入的75%。

医院渠道主要是公司的复方阿胶浆产品，占销售收入的15%，超市和直营店渠道占比约为10%

。 

分销渠道虽然只有三级但由于批发商到分销商的分销层次并不清楚，实际的分销链条要长得

多，销售区域间的相互串货和渠道价格混乱现象十分常见，实施&ldquo;控制销售&ldquo;，采

取了&ldquo;经销商作减法，分销商作加法&rdquo;的原则，大幅度减少经销商的数量，将产品

的销售价格、各级渠道价格、渠道存货和终端销量增长控制在自己手里，保证渠道秩序的稳

定，掌握终端销售话语权。

从终端零售渠道上来看，阿胶产品主要在药店终端销售与其传统的&ldquo;药品&rdquo;特质相

关。

四、购买特征 

第四节 行业发展周期特征分析 

 

第二章阿胶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中国阿胶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产业政策分析 



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 中国阿胶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中国阿胶技术发展概况 

二、中国阿胶产品工艺特点或流程 

三、中国阿胶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四节 阿胶行业发展动态分析 

一、河北问题阿胶流入市场 市民药店盼望彻查 

二、阿胶市场亟待规范 

三、东阿阿胶市场策略面临考验 

四、福胶投资20亿拓产 阿胶产量瓶颈仍在驴皮来源 

 

第三章全球阿胶市场分析

第一节 阿胶产能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全球阿胶产能分析 

二、2014-2019年全球阿胶产能预测 

第二节 阿胶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全球阿胶产量分析 

二、2014-2019年全球阿胶产量预测 

第三节 阿胶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全球阿胶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4-2019年全球阿胶市场需求预测 

 

第四章中国阿胶市场分析

第一节 阿胶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中国阿胶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4-2019年中国阿胶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阿胶产品产能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中国阿胶产能分析 

受益于东阿阿胶引领的阿胶产业&ldquo;奢侈&rdquo;型复兴路线，阿胶产业现阶段仍被传统中

医药企业看作是可以有机会&ldquo;淘金&rdquo;的行业，因而获得了大规模的资金注入。然而

面对着巨大的产能和日渐萎缩的原料供应市场，阿胶行业原料困境的隐患已经开始凸显。

&ldquo;阿胶块&rdquo;目前的生产企业数目达到几十家：这既包括&ldquo;东阿阿胶&rdquo;



、&ldquo;山东福胶集团&rdquo;、&ldquo;同仁堂&rdquo;这样的大规模企业、也包括&ldquo;太

极集团&rdquo;、 &ldquo;佛慈制药&rdquo;、&ldquo;宏济堂&rdquo;等后起之秀、更包括民间

很多小规模的企业。

二、2014-2019年中国阿胶产能预测 

第三节 阿胶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中国阿胶产量分析 

二、2014-2019年中国阿胶产量预测 

第四节 阿胶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10-2013年中国阿胶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4-2019年中国阿胶市场需求预测 

第五节 阿胶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1-2013年中国阿胶进出口数据分析 

二、2014-2019年国内阿胶产品未来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五章阿胶产业渠道分析

第一节 2013年国内阿胶产品的需求地域分布结构 

第二节 2010-2013年中国阿胶产品重点区域市场消费情况分析 

一、华东 

二、中南 

三、华北 

四、西部 

第三节 2012年国内阿胶产品的经销模式 

第四节 渠道格局 

第五节 渠道形式 

第六节 渠道要素对比 

第七节 阿胶行业国际化营销模式分析 

第八节 2013年国内阿胶产品生产及销售投资运作模式分析 

一、国内生产企业投资运作模式 

二、国内营销企业投资运作模式 

三、外销与内销优势分析 



 

第六章阿胶主要生产厂商发展概况

第一节、重点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重点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分析 

第三节、重点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重点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重点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成长性分析 

四、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分析 



 

第七章阿胶行业相关产业分析

第一节 阿胶行业产业链概述 

第二节 阿胶上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上游原材料生产情况分析 

（一）上游原材料需求情况分析 

第三节 阿胶下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四节 未来几年内中国阿胶行业竞争格局发展趋势分析 

 

第八章 2014-2019年阿胶行业前景展望与趋势预测

第一节 阿胶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一、 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2014-2019年国内阿胶产品投资收益率分析预测 

四、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运营效率分析 

第二节 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国内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阿胶行业的支撑因素分析 

二、下游行业的需求对阿胶行业的推动因素分析 

三、阿胶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阿胶行业的带动因素分析 

第三节 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投资热点及未来投资方向分析 

一、产品发展趋势 

二、价格变化趋势 

三、用户需求结构趋势 

第四节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未来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一、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二、市场结构预测分析 2014-2019年我国阿胶产品市场结构预测         食品类   中成药类   中药材

类       2013年   6.85%   35.17%   57.98%       2014年   6.77%   36.32%   56.91%       2015年   7.54%   36.81%

  55.65%       2016年   8.31%   37.09%   54.60%       2017年   9.09%   37.52%   53.39%   资料来源：博思数

据研究中心整理

 

三、市场供需情况预测 

 



第九章　2014-2019年阿胶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14-2019年中国阿胶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二节 2014-2019年中国阿胶投资机会分析 

一、阿胶行业投资前景 

二、阿胶行业投资热点 

三、阿胶行业投资区域 

四、阿胶行业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 2014-2019年中国阿胶投资风险分析 

一、技术风险分析 

二、原材料风险分析 

三、政策/体制风险分析 

四、进入/退出风险分析 

五、经营管理风险分析 

 

第十章智研数据研究中心阿胶项目的投资建议

一、目标群体建议（应用领域） 

二、产品分类与定位建议 

三、价格定位建议 

四、技术应用建议 

五、投资区域建议 

六、销售渠道建议 

七、资本并购重组运作模式建议 

八、融资模式分析 

九、企业经营管理建议 

十、重点客户建设建议 

十一、上下游企业联合协作建议 

十二、形象塑造品牌营销方式建议 



 

部分图表：

图表：2011-2013年国外阿胶产能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外阿胶产能预测 

图表：2011-2013年国外阿胶产量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外阿胶产量预测 

图表：2011-2013年国外阿胶市场需求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外阿胶市场需求预测 

图表：2011-2013年中国阿胶产能分析 

图表：2014-2019年中国阿胶产能预测 

图表：2011-2013年中国阿胶产量分析 

图表：2014-2019年中国阿胶产量预测 

图表：2011-2013年中国阿胶市场需求分析 

图表：2014-2019年中国阿胶市场需求预测 

图表：2011-2013年中国阿胶进口数据分析 

图表：2011-2013年进口量分析 

图表：2011-2013年进口额分析 

图表：2011-2013年到岸价分析 

图表：2011-2013年中国阿胶出口数据分析 

图表：2011-2013年出口量分析 

图表：2011-2013年出口额分析 

图表：2011-2013年到岸价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产品投资收益率分析预测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行业运营效率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市场结构预测分析 

图表：2014-2019年国内阿胶市场供需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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