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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医药中间体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医药中间体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医药中间体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的现

状、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医药中间体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医药中间体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医药中间体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所谓医药中间体，实际上是一些用于药品合成工艺过程中的一些化工原料或化工产品。这

种化工产品，不需要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在普通的化工厂即可生产，只要达到一些的级别，

即可用于药品的合成。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医药中间体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1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值达1418.7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

长53.5%。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医

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当期值(亿元)   298.7   236.6   240.9   272.5   　     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

值(亿元)   1418.7   1106.5   865.1   625.1   352.4     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5.2   22.8  

36.6   76.2   　  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长(%)53.554.26683.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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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印度吉友联（Jubilant）

 第三节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竞争力分析

 一、医药中间体行业企业竞争力分析

 二、提高医药中间体行业国际竞争力策略

 （一）重点发展优势中间体/原料药行业

 （二）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研发方向

 （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第六章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产品市场调研

 第一节头孢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头孢菌素及其中间体

 二、7-ADCA市场调研

 （一）7-ADCA产品概述

 一）7-ADCA介绍

 二）7-ADCA结晶工艺

 （二）7-ADCA市场供给状况

 （三）7-ADCA市场价格走势

 （四）7-ADCA行业竞争格局

 （五）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的原因

 三、7-ACA市场调研

 （一）7-ACA产品概述

 （二）7-ACA生产工艺

 （三）7-ACA市场价格走势

 （四）7-ACA市场供给状况

 四、GCLE市场调研

 （一）GCLE产品概述

 （二）GCLE合成方法

 （三）GCLE市场应用

 （四）GCLE市场供给状况

 五、苯甲醛市场调研



 （一）苯甲醛定义

 （二）侧链与侧链中间体

 （三）苯甲醛行业竞争格局

 （四）苯甲醛代表产品分析

 （五）苯甲醛市场供求变化的原因

 六、其他头孢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头孢他啶侧链酸活性酯

 （二）氨噻肟酸市场发展状况

 （三）AE-活性酯市场发展状况

 （四）7-MAC市场发展状况

 （五）头孢呋辛酸市场发展状况

 第二节多肽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A胺市场调研

 二、A酯市场调研

 三、保护氨基酸

 第三节维生素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维生素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维生素产业形势

 （二）细分产品市场调研

 （三）维生素出口分析

 二、山梨醇市场调研

 （一）产品发展概况

 （二）产品应用领域

 （三）生产技术进展

 （四）市场发展趋势

 三、&beta;-紫罗兰酮市场调研

 （一）产品应用领域

 （二）技术发展方向

 四、异植物醇市场调研

 （一）产品应用情况

 （二）主要生产技术

 （三）市场需求前景



 五、三甲基氢醌市场调研

 （一）产品应用情况

 （二）市场需求前景

 第四节含氟药物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五氟苯酚

 二、氟氯苯胺

 三、2，2，2-三氟乙醇

 四、2，3，4，5-四氟苯甲酸

 五、2，4-二氯氟苯

 六、3-硝基-4-氟苯胺

 七、3，5-二氟苯胺

 八、间三氟甲基苯胺

 九、N-苯基邻苯二甲酰亚胺

 第五节杂环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哌嗪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产品应用领域

 （二）市场发展现状

 （三）市场需求前景

 二、吡啶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三、咪唑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四、噻唑类药物中间体

 五、嘧啶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第六节培南类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4-AA市场调研

 （一）4-AA合成工艺

 （二）7-ACA市场价格走势

 （三）4-AA市场前景预测

 二、美罗培南侧链

 三、亚胺培南母核

 第七节其他中间体市场调研

 一、5，5-二甲基海因市场调研

 （一）5，5-二甲基海因的涵义



 （二）5，5-二甲基海因市场竞争格局

 （三）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的原因

 （四）行业利润水平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

 二、手性氨基酸

 三、苯乙酸市场调研

 （一）产品应用领域

 （二）市场需求分析

 四、二（三氯甲基）碳酸酯

 五、D一对羟基苯甘氨酸

 六、丙酮酸

 七、间甲酚

 八、水合肼

  

 第七章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分析

 第一节医药中间体企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二节医药中间体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一、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二、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三、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六、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第八章中国医药中间体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分析

 第一节医药中间体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二、行业市场竞争风险

 三、新产品研发风险

 四、安全生产风险

 五、产品质量风险

 六、行业环保风险

 七、受下游产业影响风险

 第二节医药中间体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一、客户壁垒

 二、技术壁垒

 三、环保壁垒

 四、人才壁垒

 第三节医药中间体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一、医药中间体行业采购模式

 二、医药中间体行业生产模式



 三、医药中间体行业销售模式

 第四节医药中间体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一、2022-2028年医药中间体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全球医药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二）医药中间体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医药定制研发生产行业发展趋势

 二、2022-2028年医药中间体行业产值预测分析

 三、2022-2028年医药中间体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四、2022-2028年医药中间体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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