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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石油开采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石油开采简述

第二节 石油开采的工艺流程

第三节 石油开采方式

一、自喷采油

自喷采油是指原油从井底到井口，从井口流到集油站，全部都是依靠油
层自身的能量来完成的。是一种依靠天然能量的采油方式。自喷井生产
系统中，原油从油层流到地面分离器，一般要经过四个基本过程：

(1)油层渗流——原油从油层到井底的流动。当油井井底压力高于油藏饱
和压力时，流体为单相流动(在油层中没有溶解气分离出来)；当井底压
力低于油藏饱和压力时，油藏中有溶解气分离出来，在井底附近形成多
相流动。井底流动压力可以通过更换地面油嘴而改变。油嘴放大，井底
压力下降，生产压差加大，油井产量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油层渗流
压力损耗约占油层至井口分离器总压力损耗的10%-40%。所谓油嘴，指
的是采油树上用于控制油井流量的部件。它安装在翼阀与出油管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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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嘴也可以用来控制气举井的注气量和注水井的注水量。它分为固定
式和可调式两种：固定式油嘴内装有可更换的零件，这个零件具有固定
的小孔，用来节流；可调式油嘴则有一个外部控制的可变面积的小孔和
一个与之对应的小孔面积指示机构。

(2)井筒流动——从井底沿着井筒上升到井口的流动。自喷井井筒油管中
的流动物质一般是油、气两相或油、气、水混合物。其流动形态比较复
杂，必须克服三相混合物在油管中流动的重力和磨擦力，才能把原油举
升到井口，继续沿着地面管线流动。井筒的压力损耗约占总压力损耗的4
0%-60%。

(3)油嘴节流——原油到井口之后通过油嘴的流动。油气到达井口通过油
嘴节流的压力损耗，与油嘴直径大小有关，通常约占总压力损耗的5%-2
0%。

(4)地面管线流动——沿地面管线流到分离器、计量站。这个过程中的压
力损耗较小，约占总压力损耗的5%-10%。

观察井下各种液体、气体流动和变化情况的“眼睛”是仪表。仪表分为
油压表、气压表、水压表、温度表。自喷采油的基本设备包括井口设备
及地面流程主要设备。其中，井口设备主要有：套管头、油管头、采油
树。总体来讲，自喷采油井井口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油井产量高、采
油速度高、生产成本低，是一种最佳的采油方式。

二、机械采油

1、一般常规开采

2、热力采油

3、稀释开采

4、乳化降粘方式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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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公
告》显示，修订后的2018年GDP为919281亿元，与2018年初步核算数9003
09亿元相比，总量增加18972亿元，增幅为2.1%。与前三次经济普查年度
16.8%、4.4%、3.4%的GDP增幅相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度GDP修订
幅度最小。

2018年GDP初步核算数修订，主要是针对经济普查后基础资料的变化，
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进行的。
               

                             
图表1  2014-2018年度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市场研究网整理

2018年GDP数据修订后，三次产业结构有所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
P比重为7.0%，比初步核算数降低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
9.7%，比初步核算数降低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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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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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

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三、《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第五章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发展现状综述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整体运行状况

                              7 / 18



 

一、科技创新

二、勘探开发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

三、炼化及销售

四、国际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五、西气东输管道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建成投产

六、战略重组步伐加快

第二节 2011-2011年中国与国外油气开采合作概况

一、中国与东盟油气合作探析

二、中突油气勘探开采合作情况

三、中科石油合作基本情况

四、中国与也门在石油领域合作现状

第三节 民营企业涉足石油天然气开采浅析

一、民企涉足油气开采时机未成熟的原因分析

二、民营油企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三、民企涉足油气开采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第四节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发中存在的凸出问题

一、造成老油区资源能量的严重不足

                              8 / 18



 

二、石油开采给地面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

 

第六章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开采技术及设备透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外油气开采技术取得的新进展

一、胜利油田极端微生物石油开采技术研制成功

二、胜利油田钻井技术分析

三、岩土所深部地层盐膏层钻井研究成果成功应用

四、国内第一套天然气水合物二维开采模拟系统诞生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技术及发展趋势

一、简述抽油机井成组变频测控技术

二、国内外分支井技术浅析

三、固井技术现状及发展前景

四、现代石油钻井技术的进展和发展趋势

五、国内外油气清洁生产技术探讨

第三节 油气开采设备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国内石油钻机发展现状详谈

二、中国成功研制9000米超深井石油钻机

                              9 / 18



 

三、中国海上石油开采设备依赖进口

四、节能型石油开采设备前景看好

五、欠平衡钻井专用设备的发展方向

 

第七章 2015-2019年中国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1年中国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产值分析

                             10 / 18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5-2019年中国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八章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竞争现状

一、技术竞争

二、开采设备先进性竞争

三、开采成本费用的竞争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主要石油开采区竞争格局

一、渤海湾

                             11 / 18



 

二、松辽

三、塔里木

四、鄂尔多斯

五、准噶尔

六、珠江口

七、柴达木

八、东海陆架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九章 2019-2020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内优势企业竞争力及关键性数据分析

第一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分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12 / 18



 

第二节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山东胜利油田新疆勘探开发中心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安达市庆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13 / 18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川中油气矿南部分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吉林省前郭洪源油气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4 / 18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淄博金家能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松原天曦港石油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前郭县长新石油回收利用公司

一、企业概况

                             15 / 18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吉林省吉原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第一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发展前景

一、东南亚将成中国海外油气勘探开发的主要方向

二、深水油气勘探成新热点

                             16 / 18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发展趋势

一、中国油气勘探开发新趋势

二、未业石油开采技术发展趋势

三、石油开采设备先进性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市场预测

第四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投资机会及风险规避指引

第一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投资周期分析

一、经济周期

二、增长性与波动性

三、成熟度分析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区域投资机会分析

二、石油产业细分领域投资分析

三、与石油开采政策调整相关联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石油开采行业发展战略及策略建议

                             17 / 18



 

一、对行业发展形势的总体判断

二、发展战略及市场策略分析

 

石油开采报告图表目录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本文链接：https://www.hjbaogao.com.cn/bg/2019-11-28/504595.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8 / 18

http://www.hjbaogao.com.cn
https://www.hjbaogao.com.cn/bg/2019-11-28/504595.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