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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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兰索拉唑肠溶片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兰索拉唑肠溶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兰索拉唑肠

溶片行业的现状、中国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兰索拉唑肠溶片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兰索拉唑肠溶

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兰索拉唑肠溶片是一种药物，主要功效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佐-艾

（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胃泌素瘤）。兰索拉唑肠溶片主要成份为兰索拉唑。其化学名称

为：（&plusmn;）-2[[[3-甲基-4-(2,2,2-三氟乙氧基）-2-吡啶基]甲基]亚硫酰基]-1H-苯并咪唑

。SD大鼠连续24个月口服本品5-150mg/kg/天，结果显示本品以剂量依赖方式诱发胃肠嗜铬样

（ECL）细胞增生和良性ECL细胞瘤；受试动物胃出现肠上皮化生的频率增加。雄性大鼠睾丸

间质细胞腺瘤发生率以剂量相关方式增加。CD-1小鼠连续24个月口服本品15-600mg/kg/天（

按体表面积换算，相当于人用剂量的2-80倍），结果本品以剂量依赖方式诱发ECL细胞增生，

给药小鼠肝脏肿瘤发生率升高。300和600mg/kg/天组雄性小鼠和150-600mg/kg/天组雌性小鼠肿

瘤的发生率超过了该品系小鼠历史肿瘤的发生率范围。给予本品75-600mg/kg/天小鼠发生睾丸

网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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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2-2028年影响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分析

 三、2022-2028年影响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22-2028年我国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22-2028年我国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六节 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投资前景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三章 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投资前景建议研究

 第一节 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重点客户战略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四、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三节 2022-2028年兰索拉唑肠溶片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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