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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我国糖尿病治疗主要有西药和中成药，其中西药在糖尿病的治疗中占主导地位，中成药在糖尿病的
治疗中处于辅助治疗的地位。随着糖尿病患病率的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我
国糖尿病用药市场规模逐年扩容，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用药市场规模由**年的41.87亿元上升到**年的
138.98亿元增长了231.93%。**年我国糖尿病用药市场销售额达到158.66亿元。**年达到了187.98亿
元，到**年，糖尿病药物市场规模达到250.85亿元。
中国糖尿病用药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中国糖尿病用药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在多年糖尿病用药行业研
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糖尿病用药市场各类
资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糖尿病用药行业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调查研究。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糖尿病用药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可以帮
助投资者准确把握糖尿病用药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糖尿病用药行业前景预判，挖掘
糖尿病用药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糖尿病用药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糖尿病用药行业发展综述
1.1 糖尿病用药行业的定义
1.1.1 糖尿病流行病学介绍
1.1.2 糖尿病用药行业定义及分类
1.2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驱动因素
1.2.1 居民收入水平分析
1.2.2 居民经济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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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居民医疗保险分析
（1）医保基金增长分析
（2）医保参保人数分析
第二章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2.1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2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中国の糖尿病治療薬の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8年から2025年の年）の研究開発動向
2.2.2 行业产业环境分析
2.3 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2.3.1 糖尿病药物消费特征
2.3.2 糖尿病药物消费趋势
2.4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行业技术活跃程度分析
（1）专利申请数量变化情况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2.4.2 行业技术领先企业分析
2.4.3 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2.4.4 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章 世界糖尿病用药行业发展分析
3.1 世界糖尿病用药行业市场分析
3.1.1 世界糖尿病用药行业市场规模
3.1.2 世界糖尿病用药市场竞争分析
3.1.3 世界糖尿病新药产品研发分析
3.2 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
3.2.1 德国默克公司在华投资布局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2.2 美国辉瑞公司在华投资布局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2.3 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在华投资布局
（1）企业发展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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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2.4 瑞士诺华公司在华投资布局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2.5 法国赛诺菲－安万特集团在华投资布局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第四章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产品市场分析
4.1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概况
4.1.1 糖尿病用药行业产品结构
4.1.2 糖尿病用药行业市场规模
4.2 中国口服降糖药产品市场分析
4.2.1 磺酰脲类药物市场分析
（1）磺酰脲类药物主要品种
（2）磺酰脲类药物市场状况
（3）磺酰脲类药物竞争格局
4.2.2 双胍类药物市场分析
（1）双胍类药物主要品种
（2）双胍类药物市场状况
（3）双胍类药物竞争格局
4.2.3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市场分析
（1）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主要品种
（2）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市场状况
（3）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竞争格局
4.2.4 胰岛素增敏剂市场分析
（1）胰岛素增敏剂主要品种
（2）胰岛素增敏剂市场状况
（3）胰岛素增敏剂竞争格局
4.2.5 非磺酰脲类促胰岛素分泌剂市场分析
（1）非磺酰脲类促胰岛素分泌剂主要品种
（2）非磺酰脲类促胰岛素分泌剂市场状况
（3）非磺酰脲类促胰岛素分泌剂竞争格局
4.3 中国胰岛素及类似物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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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胰岛素市场规模分析
4.3.2 胰岛素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1）动物胰岛素市场分析
（2）人胰岛素市场分析
（3）高端胰岛素类似物市场分析
4.3.3 胰岛素市场竞争分析
4.3.4 胰岛素发展趋势分析
4.4 中国中药降糖药市场分析
4.4.1 中药降糖药主要品种
4.4.2 中药降糖药市场规模
4.4.3 中药降糖药生产企业
4.5 中国糖尿病用药重点产品临床评价
4.5.1 格列吡嗪临床评价
4.5.2 格列喹酮临床评价
4.5.3 格列齐特临床评价
4.5.4 格列美脲临床评价
4.5.5 格列本脲临床评价
4.5.6 二甲双胍临床评价
4.5.7 阿卡波糖临床评价
4.5.8 伏格列波糖临床评价
4.5.9 瑞格列奈临床评价
4.5.10 罗格列酮临床评价
4.5.11 吡格列酮临床评价
4.6 糖尿病用药新品市场动态
4.7 中国糖尿病用药产品营销分析_订.购.电话.０.1.0.-.6.6.181099
4.7.1 糖尿病用药产品销售渠道分析
4.7.2 糖尿病用药产品营销策略分析
第五章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5.1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6 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1.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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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2.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2.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2.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2.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2.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3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3.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3.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3.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3.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4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4.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4.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4.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4.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5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5.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5.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5.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5.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5.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6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6.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6.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6.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6.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6.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7 葛兰素史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7.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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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7.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7.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zhōngguó tángniàobìng yòngyào shìchǎng tiáo chá yánji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5.8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8.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8.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8.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8.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9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9.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9.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9.4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0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0.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0.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0.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0.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1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1.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11.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11.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11.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11.6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11.7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中國糖尿病用藥市場調查研究與發展趨勢預測報告（2018-2025年）
5.11.8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1.9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1.10 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11.11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12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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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2.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2.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2.4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2.5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1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3.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3.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3.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3.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3.6 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13.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14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4.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4.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4.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4.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5 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5.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5.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5.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5.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6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6.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6.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6.4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7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7.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7.3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7.4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7.5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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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18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8.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18.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18.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18.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18.6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18.7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8.8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8.9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8.10 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18.11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19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9.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19.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19.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19.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19.6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19.7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19.8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19.9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19.10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5.20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2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20.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20.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20.4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20.5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20.6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20.7 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5.20.8 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20.9 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20.10 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20.11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糖尿病用药市场现状与前景

-9-

中国糖尿病用药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第六章 (济研咨询)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6.1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6.1.1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1.2 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6.2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6.2.1 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6.2.2 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6.2.3 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6.3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6.3.1 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6.3.2 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6.3.3 行业市场风险分析
6.4 中国糖尿病用药行业投资建议分析
6.4.1 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6.4.2 行业投资建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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