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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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体外诊断实验所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体外诊断实验所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体外诊断实验所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体外诊断实

验所行业的现状、中国体外诊断实验所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体外诊断实验所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体外诊断实验所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体外诊断实验

所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外诊断实验所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In vitro是拉丁语中&ldquo;在玻璃里&rdquo;的意思，意指进行或发生于试管内的实验与实验

技术。更为广义的意思，则指在活生物体之外的环境中的操作。常见的例子是人工受精和细

胞实验。在细胞生物学等领域中，由于此类实验的环境与生物体内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可能

与实际发生于生物体内的结果也不同。与之对应的是in vivo。

     使用微生物，细胞或在其正常生物学背景之外的生物分子进行体外研究。 通俗地称

为&ldquo;试管实验&rdquo;，这些在生物学及其子学科的研究传统上在试管、烧瓶、培养皿等

中进行，并且从分子生物学的开始，涉及多种组学的技术。 使用从其通常的生物环境中分离

的生物体组分进行的研究允许比对整个生物体可以进行更详细或更方便的分析。 相比之下，

体内实验是在动物（包括人类）和整株植物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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