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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蓝莓果实中除了常规的糖、酸和Vc外，富含VE、VA、VB、SOD、熊果苷、蛋白质、花青

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K、Fe、Zn、Ca等矿质元素。据对从美国引进的14个品种的蓝莓果

实分析测定，每百克蓝莓鲜果中花青苷色素含量高达163mg，蛋白质400-700毫克、脂

肪500-600毫克、碳水化合物12.3-15.3毫克，维生素A高达81-100国际单位、维生素E 2.7-9.5微克

、SOD5.39国际单位，维生素都高于其他水果。微量元素也很高，每克鲜果中钙220-920微克

，磷98-274微克，镁114-249微克，锌2.1-4.3微克，铁7.6-30.0微克，锗0.8-1.2微克，铜2.0-3.2微

克。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蓝莓果汁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一

章。首先介绍了蓝莓果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蓝莓果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蓝莓果

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蓝莓果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蓝莓果汁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蓝莓果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蓝莓果汁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蓝莓果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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