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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天然气制乙二醇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天然气制乙二醇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天然气制乙二醇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天然气制乙

二醇行业的现状、中国天然气制乙二醇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天然气制乙二醇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天然气制乙二醇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天然气制乙二

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天然气制乙二醇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乙二醇（ethylene glycol）又名&ldquo;甘醇&rdquo;、&ldquo;1,2-亚乙基二醇&rdquo;，简

称EG。化学式为(CH2OH)2，是最简单的二元醇。乙二醇是无色无臭、有甜味液体，对动物

有毒性，人类致死剂量约为1.6 g/kg。乙二醇能与水、丙酮互溶，但在醚类中溶解度较小。用

作溶剂、防冻剂以及合成涤纶的原料。乙二醇的高聚物聚乙二醇（PEG）是一种相转移催化

剂，也用于细胞融合；其硝酸酯是一种炸药。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天然气制乙二醇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1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产量累计值达1044.6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0.9%。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天然气产量当期值(

亿立方米)   172.2   168.8   168.6   184.7   　     天然气产量累计值(亿立方米)   1044.6   871.8   701.7  

533.1   348.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13.1   5.8   7   12.1   　  天然气产量累计增

长(%)10.910.311.6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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