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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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干细胞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干细胞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干细胞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干细胞行业的现状、中国干细胞行业竞

争格局、对中国干细胞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干细胞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干细胞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干细胞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简单来讲，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无限的或者永生的自我更新能力的细胞、能够产生至少一种

类型的、高度分化的子代细胞。

     多年来对干细胞的定义不断进行修正，并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进行定义。目前大多数生物学

家和医学家认为干细胞是来自于胚胎、胎儿或成体内具有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制自我更新与增

殖分化能力的一类细胞，能够产生表现型与基因型和自己完全相同的子细胞，也能产生组成

机体组织、器官的已特化的细胞，同时还能分化为祖细胞。

     干细胞产业链上游的采集与存储业务相对来说技术要求较低，目前发展较好。由于我国人

口基数大，在国际上已成为干细胞存储的主要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的干细胞存储新生儿渗透

率相差较远。随着干细胞治疗适应症以及临床的不断发展，将不断加深对干细胞临床治疗和

存储的重视程度，在2019年及未来，我国干细胞存储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无限的或者永生的自我更新能力的细胞、能够产生至少一种类型的、高

度分化的子代细胞 。

    干细胞研究受到科学家和世人的广泛关注有其必然性，干细胞在生命科学的细胞修复、发

育生物学、药物学等领域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干细胞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2年

我国干细胞医疗市场规模仅仅62亿元，到了2018年底，我国干细胞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657亿

元，目前，中国有上亿级别的心血管病患、糖尿病患，以及千万级别的阿尔茨海默病患以及

血液肿瘤病患正等待着更积极有效的治疗，市场前景极其广阔。

          时间   中国干细胞医疗市场规模及增速(亿元)   增速（%）       2010年   40   　       2011年   49  

22.50       2012年   62   26.53       2013年   115   85.48       2014年   190   65.22       2015年   295   55.26      

2016年   439   48.81       2017年   554   26.20       2018年   657   18.59       2019年   785   19.48       2020年E  

905   15.29       2021年E   1017   12.38       2022年E   1135   11.60       2023年E   1257   10.75       2024年E  

1372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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