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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非常规油气，指用传统技术无法获得自然工业产量、需用新技术改善储层渗透率或流体

黏度等才能经济开采、连续或准连续型聚集的油气资源。

        有两个关键标志：①油气大面积连续分布，圈闭界限不明显；②无自然工业稳定产量，

达西渗流不明显。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

潜力分析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非常规油气整体

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非常规油气市场

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非常规油气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非常规油

气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非常规油气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非常

规油气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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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非常规油气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非常规油气资源相关概念

二、非常规油气资源一般定义

三、中美非常规油气概念差异

四、非常规油气藏形成机理

五、非常规油气分布特征

六、非常规油气聚集机理及特征

第二节非常规油气行业统计标准

一、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

二、行业主要统计方法介绍

三、行业涵盖数据种类介绍

第三节最近3-5年中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第四节非常规油气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分析

1、石油开采行业发展状况及影响

2、油田作业发展状况及影响

3、资源勘探行业发展状况及影响

4、石油加工冶炼行业发展状况及影响

五、行业产业链下游应用分析

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非常规油气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煤层气主要法律法规

3、页岩气主要法律法规

4、其他非常规油气法律法规

三、非常规油气石油工程标准

四、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1、石油和化工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2、能源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3、国家能源科技&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五、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非常规油气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三、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非常规油气技术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技术发展水平

三、非常规油气技术发展分析

1、非常规油气技术进展水平研究

2、勘探开发技术突破性发展分析

四、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五、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国际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全球非常规油气市场总体情况分析

一、全球非常规油气行业的发展特点

二、全球非常规油气市场结构

三、全球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分析

四、全球非常规油气行业竞争格局

五、全球非常规油气资源市场发展方向

六、国际重点非常规油气企业运营分析

第二节美国页岩气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一、美国页岩气储量及分布情况

二、美国页岩气开发扶持政策分析

三、美国页岩气开发技术历程

四、美国页岩气开发现状分析

第三节日本页岩气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一、日本页岩气储量及分布情况

二、日本页岩气开发扶持政策分析

三、日本页岩气开发技术历程



四、日本页岩气开发现状分析

第四节以色列页岩气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一、以色列页岩气储量及分布情况

二、以色列页岩气开发扶持政策分析

三、以色列页岩气开发技术历程

四、以色列页岩气开发现状分析

第五节加拿大页岩气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一、加拿大页岩气储量及分布情况

二、加拿大页岩气开发扶持政策分析

三、加拿大页岩气开发技术历程

四、加拿大页岩气开发现状分析

 

第二部分非常规油气行业深度分析

第四章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阶段

二、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三、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开发模式分析

第二节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市场规模

二、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分析

三、中国非常规油气企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进入实质阶段

一、能源需求旺盛对能源供应提出新的挑战

二、我国页岩气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

1、国家层面推动发展

2、企业积极参与开发

第四节我国非常规油气发展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资源具有战略地位

二、非常规能源开发利用渐成发展趋势

三、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正在走向产业化



四、非常规油气开发潜力

五、非常规油气价格市场化分析

六、非常规油气石油工程标准贯标工作完成

七、非常规油气迎来发展机遇

八、非常规油气资源展示良好开发前景

第五节非常规油气资源是后石油时代战略性补充能源

一、非常规油气资源是战略性的补充能源

二、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与开发利用

第六节非常规油气市场情况分析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市场总体概况

二、中国非常规油气产品市场发展分析

 

第五章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中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资源总量

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采量

三、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开发装备指标分析

一、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开发装备产值

二、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开发装备数量

三、我国非常规油气企业开发装备采购量

第三节中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储量及开采规模分析

一、页岩气

二、煤层气

三、页岩油

四、致密油

五、重油

六、油页岩油

七、油砂油

八、天然气水合物

 



第六章2022-2028年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市场供需形势分析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生产分析

一、产品及原材料进口、自有比例

二、国内产品及原材料生产基地分布

三、产品及原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第二节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一、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供给情况

1、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供给分析

2、我国煤层气所属行业产量分析

3、我国页岩气所属行业产量分析

4、我国页岩油所属行业产量分析

5、我国致密油所属行业产量分析

6、我国油砂所属行业产量分析

二、我国非常规油气所属行业需求情况

三、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三节非常规油气产品市场应用及需求预测

 

第三部分非常规油气市场全景调研

第七章我国非常规油气细分市场分析及预测

第.一节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细分结构特征分析

三、非常规油气行业细分市场发展概况

四、非常规油气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趋势

第二节中国煤层气发展及前景预测分析

一、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

1、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发展历程

2、煤层气未来5年产业化

3、两大基地有望产业化

4、煤层气步入发展新阶段

5、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取得重要进展

6、煤层气产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7、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现状

1、煤层气开发利用需要政策扶助

2、煤层气开发渐成新兴产业

3、煤层气开采竞争加剧

4、我国煤层气迈入规模开发时代

5、煤层气开采加速，规模化发展难题待破

6、煤层气开发三大难点待解

7、未来十年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需万亿元投入

8、低浓度煤层气利用将大有可为

9、煤层气综合利用空间巨大

三、中国煤层气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果

1、煤层气开发的利用科技水平显著提升

2、地面煤层气抽采快速发展

3、示范工程带动了沁南煤层气基地建设

4、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取得重大进展

四、&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中国煤层气面临的主要挑战

1、资源和技术挑战

2、政策和法规挑战

3、投资挑战

五、&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中国煤层气发展分析

1、&ldquo;十三五&rdquo;煤层气产业规模或翻番

2、&ldquo;十三五&rdquo;煤层气开发将大步疾行

3、&ldquo;十三五&rdquo;煤层气投资超1200亿

第三节中国页岩气开发现状及前景分析

一、中国页岩气资源潜力及有利区分析

1、页岩气资源潜力分析

2、页岩气资源分布状况

3、页岩气有利区优选分析

4、中国页岩气开发模式分析

5、页岩气产能示范区分析

（1）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2）滇黔北昭通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3）延长石油延安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

二、页岩气区块招标分析

1、页岩气区块矿业权第.一轮招标分析

2、页岩气区块矿业权第二轮招标分析

3、页岩气探矿权第三轮招标选定区块

三、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分析

四、中国页岩气开发前景分析

1、页岩气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页岩气勘探开发投资规模预测

3、页岩气勘探开发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中国页岩油开发现状及前景分析

一、中国页岩油资源储量及分布

二、中国油页岩资源分布状况

1、油页岩按大区分布

2、油页岩按省份分布

3、油页岩按盆地分布

4、中国油页岩含油率

三、中国页岩油开采现状分析

1、中国页岩油开采概况

2、中国页岩油开采主体

3、中国页岩油开采技术分析

4、中国页岩油开采项目分析

（1）辽宁抚顺油页岩项目

（2）吉林桦甸油页岩项目

（3）广东茂名油页岩项目

四、中国页岩油利用分析

1、页岩油用途分析

2、页岩油需求分布

3、页岩油利用途径

五、中国页岩油开采前景分析

第五节中国其他非常规油气开发前景分析



一、中国可燃冰开发前景分析

1、可燃冰资源储量及分布

2、可燃冰开采技术分析

3、可燃冰开发面临难题

4、可燃冰开采现状分析

5、可燃冰开采前景分析

二、中国油砂开发前景分析

1、油砂资源储量及分布特征

（1）油砂储量分析

（2）油砂资源分布

（3）油砂资源重点地区分析

2、油砂含油率分析

3、油砂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4、油砂资源开采前景分析

三、中国重油开发前景分析

1、重油资源储量

2、重油需求情况

3、中国企业重油投资情况

4、中国重油开发前景

 

第四部分非常规油气产业竞争格局

第八章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第.一节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区域资源分布分析

三、非常规油气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四、非常规油气行业集中度分析

五、非常规油气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竞争格局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非常规油气产品竞争力优势分析



第三节非常规油气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提高我国非常规油气市场竞争力的策略分析

二、影响我国非常规油气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第九章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中国非常规油气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企业主要类型

二、非常规油气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三、非常规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第二节我国煤层气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6、企业营业收入

二、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6、企业营业收入

三、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6、企业营业收入

四、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6、企业营业收入

五、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6、企业营业收入

 

第三节我国页岩气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产品与服务

5、企业营销服务网络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二、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产品与服务

5、企业营销服务网络

三、贵州黔能页岩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产品与服务

5、企业营销服务网络

四、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产品与服务

5、企业营销服务网络

五、北京奥瑞安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产规模

4、企业产品与服务

5、企业营销服务网络

第四节我国页岩油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质荣誉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发展规模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南方分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质荣誉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发展规模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质荣誉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发展规模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第五节我国其他非常规油气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质荣誉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发展规模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二、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质荣誉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发展规模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三、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重油开发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组织构架

3、企业资质荣誉

4、企业生产与开发情况

5、企业发展规模

6、企业业务发展能力

 

第五部分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章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五年规划现状及未来预测

一、&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非常规油气行业运行情况

二、&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成果



三、非常规油气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方向预测

1、非常规油气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制定进展

2、非常规油气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重点指导

3、非常规油气行业在&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中重点部署

4、&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方向及热点

第二节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市场发展前景

一、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三、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细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三节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趋势

1、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2、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3、产品应用趋势分析

二、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市场规模预测

三、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22-2028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四节2022-2028年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2-2028年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供给预测

二、2022-2028年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产量预测

三、2022-2028年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需求预测

第五节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一章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非常规油气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二节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第三节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一、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二、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三、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四、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第十二章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非常规油气产业投资经历的阶段

2、2019年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状况回顾

3、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风险投资状况

4、我国非常规油气行业的投资态势

第二节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四节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投资建议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非常规油气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三章2022-2028年非常规油气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面临的困境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的主要困境

二、开发成本

三、技术制约

四、环境影响因素

第二节非常规油气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非常规油气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中小非常规油气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三、国内非常规油气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第四节中国非常规油气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我国非常规油气发展对策

三、建议

 

第十四章非常规油气行业案例分析研究

第.一节非常规油气行业企业开发案例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企业开发成功案例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企业开发失败案例分析

三、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的成功经验

第二节非常规油气行业技术应用案例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技术应用成功案例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技术应用失败案例分析

三、经验借鉴

第三节非常规油气行业产业布局规划案例分析

一、非常规油气行业产业布局规划成功案例分析

二、非常规油气行业产业布局规划失败案例分析

三、经验借鉴

 

第十五章非常规油气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我国发展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政策建议

一、统筹规划，系统管理，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前提条件

二、制定针对性强的税收政策

三、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第二节促进我国页岩气发展具体建议

一、加强页岩气地质调查与研究，夯实资源基础

二、深化体制改革，为页岩气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强科技攻关，着力解决页岩气开发关键技术问题

四、加快出台前期扶持政策，培育发展新兴页岩气产业

五、坚定信心，遵照客观规律，务实发展页岩气

第三节促进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切实解决煤炭&mdash;煤层气两权重叠问题

二、切实落实和完善煤层气价格和财税政策，充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三、加快拓宽投融资渠道，有效缓解煤层气开发资金不足问题

四、健全煤层气开发利用标准体系，确保行业规范运行

第四节非常规油气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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