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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肽键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肽键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肽键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肽键行业的现状、中国肽键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肽键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肽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肽键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肽键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肽键是一分子氨基酸的&alpha;－羧基和一分子氨基酸的&alpha;－氨基脱水缩合形成的酰胺

键，即-CO-NH-中第二个&ldquo;-&rdquo;代表的键。氨基酸借肽键联结成多肽链。是蛋白质

分子中的主要共价键，性质比较稳定。它虽是单键，但具有部分双键的性质，难以自由旋转

而有一定的刚性，因此形成肽键平面，则包括连接肽键两端的C═O、N－H和2个C共6个原

子的空间位置处在一个相对接近的平面上，而相邻2个氨基酸的侧链R又形成反式构型，从而

形成肽键与肽链复杂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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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华北地区肽键所属行业未来发展预测

 第二节 华中地区肽键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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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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