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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原油期

货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原油期货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原油期货行业的现状、中国原油

期货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原油期货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原油期货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原油期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原油期货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原油即石油，也称&ldquo;黑色金子&rdquo;，习惯上称直接从油井中开采出来未加工的石

油为原油，它是一种由各种烃类组成的黑褐色或暗绿色黏稠液态或半固态的可燃物质。地壳

上层部分地区有石油储存。它由不同的碳氢化合物混合组成，其主要组成成分是烷烃，此外

石油中还含硫、氧、氮、磷、钒等元素。可溶于多种有机溶剂，不溶于水，但可与水形成乳

状液。

 

     按组成分类：石蜡基原油、环烷基原油和中间基原油三类；按硫含量分类：超低硫原油、

低硫原油、含硫原油和高硫原油四类；按比重分类：轻质原油、中质原油、重质原油以三类

。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上半年我国原油产量达9409.2万吨，累计下降2%。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

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原油产量_当期值(万吨)   1584.6   1597.3   1551   1595.6   　       原油产

量_累计值(万吨)   9409.2   7822.6   6225.3   4633.1   3037.5       原油产量_同比增长(%)   -2.3   -1.6  

-2.3   -2.2   　       原油产量_累计增长(%)   -2   -2   -2.1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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