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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中国运动营养品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绩保持状态。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了解
它。运动营养品是日常膳食的一种补充。有些种类也可以作为伤病的辅助治疗用品。截至**运动营养品
应用最广泛的是在健美和力量举项目中。而在其它项目中，运动营养品的优点也正被人们逐渐认识到。
健康型营养品（Health supplement）：——维持及增进健康的关键，如大豆异黄酮、海豹油、蜂
王浆、蜂胶、螺旋藻、灵芝、芦荟、角鲨烯、沙棘、枸杞等。这些营养品跟全身机能、机能调整有关
，是维持及增进人体健康的营养成分。摄取时应以“基本型营养品”来调整人体的代谢机能，再依个人
喜好，并配合体质，再选择有实效的“健康型营养品”。
选择性营养品（Optional supplement）：或称“有天然治疗效果的营养品（therapeutical or
medicinal supplement ）”——以改善健康和天然疗治为目的，如纳豆、苦荞、松茸虫草、奶蓟草、锯
棕榈等，主要是一些草本植物或药草类，其中某些成分在国外也有医师拿来当作药品使用。
基本型营养品（Basic supplement）——主要补充人体欠缺及损失的营养成分，如维生素、矿物质
、纤维、乳酸菌、蛋白质、卵磷脂、EPA、DHA、胶原蛋白、软骨素等。这些成分是人体的构成要素
，是保持身体健康所“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现代人却很容易缺乏，所以要从保健食品中补充。
国外发达国家对运动营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年代，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市场的扩容，整
个行业逐渐将视角由运动员向大众 的运动营养与健康转变，由此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年规模突破 100
亿美元，**年达到 108 亿美元，同比+4.4%，欧瑞预计到 **年达 175 亿元， 20172023CAGR10%。
**年全球运动营养 CR5 占 31.4%，相对分 散，Glanbia Plc 继续以双位数的市占率 14.2%稳坐行
业龙头宝座，近 **年竞争格局变化不大。
《2019-2025年中国运动营养品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对运动营养品行业相关因素进
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洞察运动营养品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运动营养品行业竞争格局的演变趋势
以及运动营养品技术标准、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运动营养品行业潜在问题与运动营养品行业发展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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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所在，评估运动营养品行业投资价值、运动营养品效果效益程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为运动营养
品行业投资决策者和运动营养品企业经营者提供参考依据。
第一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产品/行业特征
一、产品/行业定义
二、产品/行业消费特征
第二节 经济环境特征
一、中国GDP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
三、恩格尔系数分析
第三节 政策环境特征
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二、运动营养品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第四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竞争特征
一、国内外品牌竞争格局
二、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三、可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贴牌加工产品市场威胁分析
第五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技术环境特征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6/72/YunDongYingYangPinWeiLaiFaZhanQu.html
第二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产品市场规模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8年我国运动营养品区域结构分析
第三节 运动营养品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东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二、华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三、华东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五、华南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分析
第四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需求与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一节 2014-2018年运动营养品产量统计分析
第二节 2014-2018年运动营养品历年消费量统计分析
第三节 2014-2018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产品平均价格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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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运动营养品产品目标客户群体调查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五节 运动营养品产品的品牌市场调查
一、消费者对运动营养品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二、消费者对运动营养品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三、消费者对运动营养品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五、运动营养品品牌忠诚度调查
六、运动营养品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六节 不同客户购买相关的态度及影响分析
一、价格敏感程度
二、品牌的影响
三、购买方便的影响
四、广告的影响程度
五、包装的影响程度
第四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产品市场供需渠道分析
第一节 销售渠道特征分析
一、供需渠道定义
二、供需渠道格局
三、供需渠道形式
四、供需渠道要素对比
第二节 销售渠道对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销售渠道的重要环节分析
一、批发商 咨询,电话,0,1,0,-6,6,1,8,1,0,９,9
2019-2025年中國運動營養品市場現狀調研分析及發展前景報告
二、零售商（无店铺零售、店铺零售）
三、代理商
第四节 2014-2018年中国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产品重点区域市场渠道情况分析
一、华东
二、中南
三、华北
四、西部
第五节 销售渠道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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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道运作趋势发展
二、渠道支持趋势发展
三、渠道格局趋势发展
四、渠道结构扁平化趋势发展
第六节 销售渠道策略分析
一、直接渠道或间接渠道的营销策略
二、长渠道或短渠道的营销策略
三、宽渠道或窄渠道的营销策略
四、单一销售渠道和多销售渠道策略
五、传统销售渠道和垂直销售渠道策略
第七节 销售渠道决策的评估方法
一、销售渠道评估数学模型介绍
二、财务评估法介绍
三、交易成本评估法介绍
四、经验评估法介绍
第八节 2018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产品生产及渠道投资运作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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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进出口市场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进出口量分析
一、2014-2018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进口分析
二、2014-2018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出口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进出口市场预测分析
一、2019-2025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进口预测
二、2019-2025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出口预测
第六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优势品牌企业分析
第一节 康比特
一、公司及产品概况
二、品牌发展历程
三、近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四、近三年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近三年公司产品变化
六、近三年品牌市场份额变化
七、公司品牌竞争策略
第二节 赛得

运动营养品未来发展趋势

-5-

2019-2025年中国运动营养品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一、公司及产品概况
二、品牌发展历程
三、近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四、近三年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近三年公司产品变化
六、近三年品牌市场份额变化
七、公司品牌竞争策略
第三节 优恩
一、公司及产品概况
二、品牌发展历程
三、近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四、近三年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近三年公司产品变化
六、近三年品牌市场份额变化
七、公司品牌竞争策略
第四节 中天诺亚
一、公司及产品概况
二、品牌发展历程
三、近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四、近三年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近三年公司产品变化
六、近三年品牌市场份额变化
七、公司品牌竞争策略
2019-2025年の中国スポーツ栄養市場の現状調査と分析
第五节 广州普瑞米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一、公司及产品概况
二、品牌发展历程
三、近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四、近三年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近三年公司产品变化
六、近三年品牌市场份额变化
七、公司品牌竞争策略
第七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历史竞争格局概况
一、运动营养品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运动营养品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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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竞争状况分析
一、领导企业的市场力量
二、其他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节 2019-2025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竞争格局展望
第八章 2019-2025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发展预测
第一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市场财务数据预测
一、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市场规模预测
二、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总产值预测
三、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利润总额预测
四、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总资产预测
第二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产量预测
二、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需求预测
三、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供需平衡预测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Sports Nutrition Market in
2019-2025
五、2019-2025年主要运动营养品产品进出口预测
第三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投资机会
一、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主要领域投资机会
二、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出口市场投资机会
三、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机会
第四节 影响运动营养品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19-2025年影响运动营养品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19-2025年影响运动营养品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19-2025年影响运动营养品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19-2025年我国运动营养品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19-2025年我国运动营养品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五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九章 2019-2025年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品牌投资价值与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行业SWOT模型分析

运动营养品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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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势分析
二、劣势分析
三、机会分析
四、风险分析
第二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发展的PEST分析
一、政治和法律环境分析
二、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三、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分析
四、技术发展环境分析
第三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一、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市场发展空间
四、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产业政策趋向
五、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技术革新趋势
六、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价格走势分析
第四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行业竞争风险
三、供需波动风险
四、技术创新风险
五、经营管理风险
六、其他风险
第五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重点投资品种分析
二、重点投资地区分析
三、项目投资建议
第十章 国内运动营养品行业总结及企业经营战略建议
第一节 运动营养品行业问题总结
第二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的标竿管理
一、国内企业的经验借鉴
二、国外企业的经验借鉴
第三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的资本运作模式
一、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二、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第四节 2019-2025年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营销模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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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的国内营销模式建议
二、运动营养品行业企业海外营销模式建议
第五节 北′京济′研:运动营养品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图表目录
2019-2025 nián zhōngguó yùndòng yíngyǎng pǐn shìchǎng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bàogào
图表 1 2014-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图表 2 2014-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3 2018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速度单位：亿元
图表 4 2014-2018年我国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5 2018年我国运动营养品区域结构分析
图表 6 2014-2018年东北地区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7 2014-2018年华北地区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8 2014-2018年华东地区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9 2014-2018年华中地区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10 2014-2018年华南地区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11 2014-2018年西部地区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12 2019-2025年我国运动营养品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图表 13 2014-2018年运动营养品产量分析
图表 14 2014-2018年运动营养品消费量分析
图表 15 消费者对运动营养品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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