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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商用生态清洁剂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商用生态清洁剂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商用生态清洁剂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商用生态清

洁剂行业的现状、中国商用生态清洁剂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商用生态清洁剂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商用生态清洁剂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商用生态清洁

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商用生态清洁剂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的清洁用品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清洁剂的生产也是有一定的程序，先是确定原料，再

生物工程技术制做，再送检合格，最后在市场上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要求，外观，使用效果，

品质来判断是否好产品。

     化学清洁剂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能够快速达到效果，省时省力，对于忙碌的现代人与家

庭主妇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帮手。但是人们生活中惯用的清洁剂，洗衣液和杀虫剂等，几乎

都含有毒性很高的石油化学物质，挥发出的浓烈气味，也会对人体有害。像厨房清洁剂大多

含有乙二醇醚类，对肝脏有害，还会降低生殖力；马桶清洁剂通常含有磷酸和盐酸这些具有

强烈腐蚀性的物质，会对皮肤造成伤害；消毒水则含有毒性很高的氯以及甲醛，乙醇等化合

物；至于家具亮光剂中所含的酚以及硝基苯，也都和甲醛一样被怀疑是致癌物之一。这些有

毒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噪声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还会随着空气四处散布

，或是顺着排水管流入河川湖海，破坏自然环境。因此，自然有机的方法逐渐受到许多人的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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