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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据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使井身沿着预先设计的方向和轨迹钻达目的层的钻井工艺方法，称为定向钻井，一般指斜向钻井。
定向对接钻井技术主要是指采用定向钻井技术和水平对接钻井技术，使地面相距数百米的两井，在地下
数百米的目的矿层直接采用钻井方法实现两井连通。
2018-2025年中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钻控制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2018-2025年中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在多年定向钻井服务行
业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定向钻井服务
市场各类资讯进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定向钻井服务行业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可以
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前景预判
，挖掘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定向钻井服务定义
二、定向钻井服务应用
三、定向钻井服务技术特性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概况
一、全球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发展简述
二、定向钻井服务国内行业现状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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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现状
第四节 定向钻井服务产品发展所处的阶段
第五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六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国内与国外情况分析
第二章 2013-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发展分析
一、国内定向钻井服务生产综述
二、定向钻井服务市场景气向好
第二节 2013-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分析
一、定向钻井服务供需分析
三、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发展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一、定向钻井服务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二、企业加快定向钻井服务发展的措施
第三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外部环境分析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经济环境影响分析
一、国民经济影响情况
二、国内投资定向钻井服务情况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一、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及趋势
二、产业政策特点分析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产业价格的影响分析
第四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发展趋势
第四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经营和竞争分析
第一节 行业核心竞争力分析及构建
一、产品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二、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第二节 经营手段分析
一、消费特征分析
二、国际化营销模式
三、产品策略分析
四、渠道和促销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技术最新发展趋势分析
一、国外同类技术重点研发方向
二、国内定向钻井服务研发技术路径分析

定向钻井服务发展现状分析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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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最新研发动向
四、技术走势预测
五、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影响
第五章 2013-2018年中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3-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概况
二、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趋势预测
第二节 行业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一、中国相关环保规定
二、国外相关环保规定
第六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分析及预测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经营分析
一、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生产规模分析
二、定向钻井服务行业财务总体分析
三、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经营发展分析
四、定向钻井服务行业费用情况分析
五、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生产分析
一、定向钻井服务生产规模分析
二、定向钻井服务市场竞争结构分析
三、定向钻井服务生产情况预测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地区竞争格局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区域布局分析
二、华北地区生产分析
三、华东地区生产分析
四、东北地区生产分析
五、中南地区生产分析
六、西北地区生产分析
七、西南地区生产分析
第四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的行业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第七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需求与预测分析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需求总量分析
二、定向钻井服务行业供需结构分析
三、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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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未来需求预测分析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地区需求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区域需求分析
二、华北地区需求分析
三、华东地区需求分析
四、东北地区需求分析
五、中南地区需求分析
六、西北地区需求分析
七、西南地区需求分析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细分市场需求分析
一、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需求量情况
二、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供求量情况
第八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进出口额分析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进出口价格分析
第九章 2013-2018年国内外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哈里伯顿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公司成本费用情况
四、公司未来战略分析
第二节 斯伦贝谢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公司成本费用情况
四、公司未来战略分析
第三节 安东油田服务集团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公司成本费用情况
四、公司未来战略分析
第四节 科学钻井（天津）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定向钻井服务发展现状分析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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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成本费用情况
四、公司未来战略分析
第五节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公司成本费用情况
四、公司未来战略分析
第六节 北京派特罗尔钻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三、公司成本费用情况
四、公司未来战略分析
第十章 2013-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企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优势——S
二、劣势——W
三、机遇——O
四、威胁——T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金融危机对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二、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三、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一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融资分析
第一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的SWOT分析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外资投资状况
第三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资本并购重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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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特点分析
第五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营销模式分析
一、定向钻井服务企业的国内营销模式建议
二、定向钻井服务企业海外营销模式建议
第六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2018-2025年总体投资机会预测
二、2018-2025年国内外投资机会及投资建议
第十二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策略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价格策略
二、渠道策略
三、发展策略
第二节 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政策和体制风险_订.购.电.话:.0.１0.-.6.618.2.0.99
五、进入退出风险
第三节 投资策略分析
一、精益化的发展战略
二、自主研发的贯彻实施问题
三、加强资本运作
1、定向钻井服务企业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2、定向钻井服务企业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行业投资战略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行业投资建议
一、抓住国家投资机遇
二、增强内功修炼，提升产品质量

定向钻井服务发展现状分析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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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四章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中国定向钻井服务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机会分析
二、可行研究分析
第二节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8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四、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的投资方向
五、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的建议
第三节 济研咨询 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8-2025年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13-2018年全球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2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3 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所处生命周期示意图
图表 4 行业生命周期、战略及其特征
图表 5 产业链形成模式示意图
图表 6 定向钻井服务的产业链结构图
图表 7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市场产品产能分析
图表 8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市场产品供需分析
图表 9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产能利用率
图表 10 2018-2025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图表 11 三元评价模型
图表 12 消费者对定向钻井服务品牌认知度调查
图表 13 定向钻井服务产业用户关注因素分析
图表 14 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客户对产品指标的偏好调查
图表 15 2013-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16 2018年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图表 1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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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2018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7 2013-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分析
图表 28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总资产利润率分析
图表 29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销售毛利率分析
图表 30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固定资产周转次数分析
图表 31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销售净利率分析
图表 32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分析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6/61/DingXiangZuanJingFuWuFaZhanXianZ.html
图表 33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产量分析
图表 34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市场产品生产结构分析
图表 35 2018-2025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市场产品产量预测分析
图表 36 我国定向钻井服务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 37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华北地区产品产量分析
图表 38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华东地区产品产量分析
图表 39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东北地区产品产量分析
图表 40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中南地区产品产量分析
图表 41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西北地区产品产量分析
图表 42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西南地区产品产量分析
图表 43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品牌竞争力指数分析
图表 44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市场产品需求总量分析
图表 45 2013-2018年我国定向钻井服务行业产品需求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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