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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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过敏原检测仪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过敏原检测仪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过敏原检测仪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过敏原检测仪

行业的现状、中国过敏原检测仪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过敏原检测仪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过敏原检测仪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过敏原检测仪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过敏原检测仪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9年一年安我基因儿童过敏基因检测产品累计样本数量增长近7倍，最终超过30万，用户

反馈准确率超过90%。儿童过敏基因检测的实用性可见一斑。儿童过敏基因检测用户广泛分

布于各线级城市，尤其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基因检测不再是大城市白领的玩具，而真正成

为有实用价值的辅助诊断工具。

     开设儿童过敏相关科室的医院中，私立医院/品牌诊所的比例最高达到49.66%，其次为三甲

医院占比为34.48%。在儿童过敏这一单一问题上医疗资源投入并不多，且相对其中于城市地

区。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中，食物过敏与药物过敏原因各占半数。供给端则呈现出向用药指导方

向上的倾斜，相比之下非药品检测市场尚属蓝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过敏原检测仪行业发展概述

 过敏原检测仪是敏筛过敏源检测系统采用免疫印迹方法，定量检测人血清中过敏原特异性lge

抗体(slgE)的一种皮肤病检测仪器。

 检查前禁忌：                           （1）             服药期间不得同时饮酒，或服用镇静催眠药及抗抑郁

药。                               （2）             H1受体拮抗剂对人类的致畸作用的研究数据尚不充分，但动

物试验已证实可引起腭裂、腹股沟疝或泌尿系统畸形，故妊娠期妇女应慎重权衡利弊;同时H1

受体拮抗剂也由乳汁分泌，对哺乳期妇女也不宜应用、婴幼儿及老年人应慎用。                           

   （3）             H1受体拮抗剂类药物毒性小，安全范围较大，但因应用甚广，药物的急性中毒

亦可发生，特别是儿童误服后中毒较为常见。服药过量时最常见的症状是嗜睡、头晕、共济

失调，2小时内可发生面部潮红、瞳孔扩大、体温过高等抗胆碱能作用。中枢兴奋作用主要见

于儿童，表现为幻觉、中毒性精神病等，最终可致惊厥。成人急性中毒一般经历一段潜伏期

后，可继发呼吸抑制、心血管抑制，甚至死亡。心律紊乱比较罕见。                               （4）        

    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应用：对过敏症状以清晨为重者可选用长效的拮抗剂于睡前服用，既可



解除症状，又避免产生其他不良反应。                               （5）             注意给药时间：如阿司咪唑

与食物同服可降低本品的生物利用度，为保证吸收，宜于餐前1-2小时服用。                               

（6）             注意避免产生心脏毒性：不宜超量服用，避免同时并用已知干扰肝脏药酶代谢的

药物。在使用过量(甚至正常推荐剂量)、低血钾、肝脏代偿功能不全或同时并用肝酶P450抑

制剂药物(如酮康唑、伊曲康唑、红霉素、醋酸竹桃霉素、克拉霉素、环丙沙星、西米替丁

等)的条件下，某些第2代H1受体拮抗剂(阿司咪唑、特非那丁、依巴斯汀)可能抑制心脏钾离

子慢通道，有引起尖端扭转型室速或Q-T间期延长的危险。故应严格掌握剂量，注意药物的

相互作用，同时对血钾浓度过低者适当补充钾、镁。患先天性Q-T综合征者不宜应用。             

                 （7）             用药期间应禁忌辛辣或腥膻食物，避免搔抓皮肤或热水洗烫，并暂停用

肥皂。检查时要求：医院进行检查就可以的，不要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检查时要求：医院进行检查就可以的，不要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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