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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1-2015年中国润滑油市场全景评估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

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

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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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发动机在运转时，如果一些摩擦部位得不到适当的润滑，就会产生干摩擦。实践证明，干

摩擦在短时间内产生的热量足以使金属熔化，造成机件的损坏甚至卡死(许多漏水或漏油的汽

车出现拉缸、抱轴等故障，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必须对发动机中的摩擦部位给予良好的

润滑。当润滑油流到摩擦部位后，就会粘附在摩擦表面上形成一层油膜，减少摩擦机件之间

的阻力，而油膜的强度和韧性是发挥其润滑作用的关键。

       《2011-2015年中国润滑油市场全景评估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润

滑油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润滑油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润滑油行业市场运行态

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润滑油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润滑

油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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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润滑油产业基础分析

第一节 润滑油基础

一、润滑油定义

二、润滑油组成

三、润滑油分类

四、润滑油作用

五 润滑油脂的基本性能

第二节 润滑油基础油

一、I类基础油

二、Ⅱ类基础油

三、III类基础油

四、Ⅳ类基础油（PAO）

五、V类基础油

 

第二章 全球润滑油市场背景

第一节 全球润滑油供需分析



一、世界润滑油需求及消费结构

二、主要润滑油生产商

三、美国润滑油市场分析

四、日本润滑油市场分析

第二节 润滑油基础油市场

一、北美供需分析

二、欧洲地区供需分析

三、亚太地区供需分析

四、全球供需分析

第三节 环烷基润滑油分析

一、中国

二、印度

三、日本

四、澳大利亚

五、东南亚

六、韩国

第四节 2009-2010年动态

一、北美生物润滑油快速增长

二、全球润滑油市场需求或触底

 

第三章 2010年国内润滑油供需

第一节 2008-2010年润滑油供给

一、2008-2010年润滑油产量

二、2008-2010年润滑油区域产量

三、润滑油重点企业产量

第二节 2008-2010年润滑油需求

一、2008-2010年润滑油消费规模

二、2010年润滑油消费结构

三、润滑油市场的消费特点

四、2010年企业市场份额

五、润滑油消费品牌状况

第三节 2008-2010市场供需平衡



一、2008年润滑油供需平衡

二、2009年润滑油供需平衡

三、2010年润滑油供需平衡

 

第四章 2010年润滑油基础油市场

第一节 润滑油基础油生产

一、2010年润滑油基础油产能

二、润滑油基础油标准

第二节 润滑油基础油消费

一、2010年基础油消费规模

二、润滑油基础油需求特点

 

第五章 2010年润滑油销售终端分析

第一节 润滑油产品销售特点

一、润滑油产品消费特点

二、润滑油销售渠道模式

第二节 润滑油终端销售方式

一、汽车修理厂

二、换油中心

三、直销店

 

第六章 中国润滑油行业技术分析

第一节 行业面临技术环境

第二节 国际润滑油技术发展

一、添加剂产品

二、润滑油产品

第三节 国内润滑油行业技术

一、技术研发

二、提高技术整合能力的途径

三、国内润滑油行业技术整合与研发现状

四、润滑油行业的技术引进与二次创新

 



第七章 中国润滑油市场特征分析

第一节 市场特点分析

一、市场企业竞争格局

二、区域市场特点分析

三、我国润滑油产品结构特点

四、市场竞争格局

五、民营润滑油企业状况

第二节 润滑油行业硬伤

一 渠道多，市场乱

二 低端化现象严重

三 同质化现象严重

 

第八章 2010年年国内润滑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石油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二节 中国石化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三节 壳牌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四节 BP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五节 埃克森美孚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六节 雪佛龙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七节 福斯

一、企业概况

二、润滑油品牌

三、2010年盈利分析

 

第九章 中国润滑油企业战略及未来预测

第一节 国外润滑油企业战略

第二节 我国润滑油业务战略

第三节 润滑油企业国际化战略

第四节 润滑油产业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S）

二、劣势分析（W）

三、机会分析（O）

四、威胁分析（T）

 

第十章 中国润滑油市场投资方向分析

第一节 润滑油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节 润滑油总体投资方向分析

一、废润滑油的再生

二、船用润滑油

第三节 润滑油产品的投资方向分析

一、环境友好润滑剂

二、天然气合成润滑油技术的开发

三、加氢技术生产润滑油基础油

四、醇类燃料发动机用润滑油

五、绿色环保型水-乙二醇抗燃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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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润滑油厂盈利能力一览表单位：千元

图表 长城润滑油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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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0年中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一坪润滑油分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中国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壳牌统一(北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浙江壳牌化工石油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壳牌（天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嘉实多（深圳）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埃克森美孚（太仓）石油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埃克森美孚天津石油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雪佛龙(天津)润滑油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上海高桥加德士润滑油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上海福斯油品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2010年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一览表 单位：千元

图表 废润滑油再生效率

图表 可生物降解性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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