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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单纯疱疹病毒（HSV）是最早发现的人类疱疹病毒，也是人类病毒性疾病中较为常见感染

的病毒。病毒一般经呼吸道、生殖器黏膜以及破损皮肤进入体内，潜居于人体正常黏膜、血

液、唾液及感觉神经节细胞内。人群中90%以上的人曾感染过HSV,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体

内潜伏的HSV被激活而发病。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导致的单纯疱疹，是一种常见的传染性皮肤

病，人为惟一的传染源。其临床特征为皮肤黏膜成簇出现的单房性小水疱，常发生于面部或

生殖器等部位，易复发。单纯疱疹一般呈良性过程，但少数患者可发生病情严重的中枢神经

系统和多器官弥漫性感染，则预后不良。医学界近年多方面研究表明HSV-1和HSV-2可能分别

与唇癌和宫颈癌的发生有关。并且HSV-2外生殖器感染仅次于艾滋病毒（HIV）感染的性传播

疾病而引起医学界新的重视，研制疫苗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行业市场专项调研及投资战略

规划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单纯疱疹病毒

感染治疗药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

后介绍了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治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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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