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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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金霉素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金霉素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金霉素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金霉素行业的现状、中国金霉素行业竞争格

局、对中国金霉素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金霉素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金霉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金霉素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金霉素（chlortetracycline）金色黄色晶体粉末，由金色链霉菌（Streptomyces aureofacieus）发

酵产生，发酵液经酸化、过滤得沉淀物，溶解于乙醇后经酸析得粗品，经溶解、成盐得盐酸

盐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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