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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偏头痛用药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偏头

痛用药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偏头痛用药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偏头痛用药行业的现状、

中国偏头痛用药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偏头痛用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偏

头痛用药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偏头痛用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偏

头痛用药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偏头痛（migraine）是临床最常见的原发性头痛类型，临床以发作性中重度、搏动样头痛为

主要表现，头痛多为偏侧，一般持续4～72小时，可伴有恶心、呕吐，光、声刺激或日常活动

均可加重头痛，安静环境、休息可缓解头痛。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性疾患，多

起病于儿童和青春期，中青年期达发病高峰，女性多见，男女患者比例约为1∶2～3，人群中

患病率为5%～10%，常有遗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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