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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

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三

氟化硼乙酸络合物行业的现状、中国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三氟化硼乙

酸络合物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三氟化硼乙酸络合物，别名为乙酸三氟化硼，英文名称为Boron trifluoride acetic acid complex

，分子式为C4H8BF3O4，CAS号为373-61-5，用作催化剂，带有毒性，易引起灼伤，避免直接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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