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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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单抗药物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单

抗药物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单抗药物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单抗药物行业的现状、中国

单抗药物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单抗药物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单抗药物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单抗药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单抗药物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单抗药物研发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增长，但总体来看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表现在：

     首先体现在抗体总发酵规模方面：国内抗体总发酵规模低于2万升，而欧美发达国家约

为227万升。其次，从产量来看，我国目前抗体总产量约为30kg，约为国外总产量的0.05%。

生产瓶颈还没有取得突破。国内经过国家GMP认证且超过1000L的生产单抗药物的工厂屈指可

数。最后，国内企业在哺乳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抗体规模化分离纯化等关键技术装备和材

料方面的依赖进口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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