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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小球藻（Chlorella）为绿藻门小球藻属普生性单细胞绿藻，是一种球形单细胞淡水藻类，

直径3～8微米，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之一，出现在20多亿年前，是一种高效的光合植物，以

光合自养生长繁殖，分布极广。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绿藻纲，小球藻科。单细胞藻，

常单生，也有多细胞聚集。细胞球形、椭圆形，内有一个周生、杯状或片状的色素体。无性

繁殖，每个细胞可以产生2、4、8或16个似亲孢子，成熟时母细胞破裂，孢子逸出，长大后即

为新个体。世界各地均有分布，多生活于较小浅水，也有海产种类。天然条件下个体较少，

人工培养大量繁殖。细胞内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很高，又有多种维生素，可

食用和作为饵料。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小球藻约 10 种，加上其变种可达数百种之多。小球藻广泛分布于自然

界，以淡水水域种类最多；易于培养，不仅能利用光能自养，还能在异养条件下利用有机碳

源进行生长、繁殖；并且生长繁殖速度快，是地球上动植物中唯一能在 20h 增长 4 倍的生物

，所以其应用价值很高。我国常见的种类有蛋白核小球藻、椭圆小球藻、普通小球藻等，其

中蛋白核小球藻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最高。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小球藻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调查预测报告》共十五

章。首先介绍了小球藻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小球藻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小球藻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小球藻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小球藻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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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