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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替米沙坦片，高血压用于成年人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降低心血管风险。本品适用于年

龄55岁及以上.存在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高风险且不能接受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 抑制剂

治疗的患者，以降低其发生心肌梗死.卒中或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风险。心血管事件的高风

险包括冠状动脉疾病.外周动脉疾病、卒中、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或伴有终末器官损 害证据的高

危2型糖尿病（胰岛素依赖或非胰岛素依赖）病史。替米沙坦还可以与其他必要的治疗同 时

使用（例如降压药物.抗血小板药物或降脂药）。不推荐替米沙坦与ACE抑制剂同时使用。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替米沙坦片行业发展模式分析市场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替米沙坦片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替米沙坦片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替米沙坦片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替米沙坦片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替米沙坦片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替米沙坦片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替米沙坦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替米沙坦片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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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