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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盐酸多西环素片，适应症为1．本品作为选用药物之一可用于下列疾病。(1)立克次体病，如

流行性斑疹伤寒、地方性斑疹伤寒、洛矶山热、恙虫病和Q热。(2)支原体属感染。(3)衣原体

属感染，包括鹦鹉热、性病、淋巴肉芽肿、非特异性尿道炎、输卵管炎、宫颈炎及沙眼。(4)

回归热。(5)布鲁菌病。(6)霍乱。(7)兔热病。(8)鼠疫。(9)软下疳。治疗布鲁菌病和鼠疫时需

与氨基糖苷类联合应用。2．由于目前常见致病菌对四环素类耐药现象严重，仅在病原菌对本

品敏感时，方有应用指征。葡萄球菌属大多对本品耐药。3．本品可用于对青霉素类过敏患者

的破伤风、气性坏疽、雅司、梅毒、淋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以及放线菌属、李斯特菌感染。4．

可用于中、重度痤疮患者作为辅助治疗。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盐酸多西环素片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方向分析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盐酸多西环素片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盐酸多西环素片整体运行

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盐酸多西环素片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盐酸多西环素片

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盐酸多西环素片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盐酸多西环素片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盐酸多西环素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中国盐酸多西环素片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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