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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燃料油、沥青 

 

一、 核心要点 

1、 原油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期货 收盘（元/桶） 436 438.7 +2.7 

持仓（手） 13164 20726 +7562 

前 20名净持仓 - - - 

现货 阿曼原油现货（美元/桶） 

人民币计价（元/桶） 

59.6 59.29 -0.31 

422.4 420.1 -2.3 

基差（元/桶） -13.6 -18.6 -5 

 

2、 原油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宣布将进一步

撤回核协议承诺，地缘局势继续动荡。 

欧元区、美国制造业数据表现不佳，贸易局势动

荡及全球经济放缓令市场担忧原油需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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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同意 10 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

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API数据显示，截至 8月 30 日当周 API美国原油

库存增加 40.1 万桶至 4.291 亿桶，预期减少

263.3万桶。 

EIA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30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

减少 477.1 万桶至 4.23 亿桶，预期减少 248.8 万

桶，库欣原油库存减少 23 万桶。汽油库存减少

253.8 万桶，精炼油库存减少 239.6 万桶；美国原

油产量减少 10 万桶至 1240 万桶/日。 

8 月俄罗斯原油产量增加至 1130 万桶/日，减产

幅度将不及计划水平。 

 彭博调查显示，预计 8 月 OPEC 原油产量增加 20

万桶至 2999万桶，尼日利亚、沙特原油产量增加。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中美双方同意 10 月初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磋商，避险情绪有所缓和；路

透及彭博调查显示 8月 OPEC原油产量出现增加；俄罗斯 8月减产幅度不及预期，诺瓦克称将降低 9

月原油产量；EIA 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降幅高于预期，成品油库存也呈现下降，美国原油

产量减少 10万桶/日至 1240 万桶/日。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宣布将进一步撤回核协议

承诺，地缘局势升温支撑油市。上海原油 1911合约较布伦特原油呈现升水，短线原油期价呈现震荡

回升走势；关注欧佩克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贸易局势及三大机构报告。 

技术上，SC1911 合约站上短期均线系统，上方测试 455-460 区域压力，短线呈现震荡回升走

势，操作上，建议依托 428元/桶短多交易，目标关注 452，止损参考 420。 

 

3、 燃料油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期货 收盘（元/吨） 2238 2225 -13 

持仓（手） 702194 736602 +34408 

前 20名净持仓 -94979 -96717 +1738 

现货 新加坡380燃料油（美元/吨） 366.4 343.9 -22.5 

人民币计价（元/吨） 2597 2437 -160 

基差（元/吨） 359 212 -147 

 

4、 燃料油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380-cst 高硫燃料油现货较新加坡报价升水处于

高位，买兴强劲和短期高硫燃料油供应紧张。 

欧元区、美国制造业数据表现不佳，贸易局势及

全球经济放缓忧虑影响市场氛围。 

波罗的海贸易海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整体干散货

运价指数报 2499点，周度环比继续上涨，处于逾

九年高位。 

据普氏数据，截至 9 月 2 日当周富查伊拉重馏

分及渣油库存为 1184.5 万桶，环比增加 129 万

桶，增幅 12.22%，连续两周增加。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4 日当周新加坡包括燃料油及低硫含蜡残油在

内的残渣燃料油(沥青除外)库存减少 48.3 万桶至

2095.6 万桶；中质馏分油库存下降 31.8 万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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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3 万桶。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美伊关系紧张增加供应威胁，EIA 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国际原油期价呈

现震荡回升；新加坡燃料油市场现货价格回落整理，380-cst 燃料油现货溢价处于记录高位；波罗

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升至九年高位；新加坡燃料油燃料油库存回落至两周低位；前二十名持仓方面，

FU2001合约持仓增加，空单增幅高于多单，净空持仓继续增加，短期燃料油呈现震荡走势。 

技术上，FU2001合约继续受到 2150区域支撑，上方趋于测试 2300-2350区域压力，短线呈现

区间震荡走势，建议 2150-2350元/吨区间交易。 

 

5、 沥青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上一周 本周 涨跌 

期货 收盘（元/吨） 3090 3102 +12 

持仓（手） 702662 672462 -30200 

前 20名净持仓 -13080 -20739 +7659 

现货 华东沥青现货（元/吨） 3450 3450 0 

基差（元/吨） 360 348 -12 

 

6、 沥青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据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已决定停止从委内

瑞拉进口原油。 

贸易局势及全球经济放缓忧虑影响市场氛围。 

隆众数据显示，9 月 5 日当周 25 家样本沥青厂家

库存为 55.1 万吨，环比下降 3.05 万吨，降幅为

5.2%；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68.44 万吨，环

比下降 5.01 万吨，降幅为 6.8%。 

北方地区或逐渐受到国庆、环保等因素影响，南

方主要是受降雨因素影响，需求有所放缓。 

隆众数据显示，据对 64家主要沥青厂家统计，截

至 9 月 5 日综合开工率为 44.4%，较上周环比下

降 0.9个百分点。 

 

9月国内沥青炼厂排产计划为 258.31万吨，较 8

月环比增长 1.6%，较上年同期下降 4.8%。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国际原油期价呈现震荡上行，炼厂沥青加工利润环比继续回落；国内主要

沥青厂家开工率下滑，厂家及社会库存继续回落；山东地区东明石化即将复产沥青，部分炼厂库存

偏高，供应压力增大；华东地区上海石化即将复产沥青，加之东北船货因素影响，供应小幅增加。

需求方面，北方地区逐渐受到国庆、环保等因素影响，南方部分地区受降雨因素影响，需求小幅放

缓。前二十名持仓方面，BU1912合约出现减仓，多单出现减仓，空单小幅增仓，净空持仓出现增加，

短期沥青期价呈震荡走势。 

技术上，BU1912合约期价下探 3000关口后减仓回升，上方测试 40日均线至 3250一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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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呈现宽幅震荡走势，操作上，建议 3000-3250元/吨区间交易。 

 

二、周度市场数据 

 

1、国际原油价格 

图1：国际三大原油现货走势                     图2：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2、上海原油期现走势 

图3：上海原油指数与阿曼原油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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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3、上海原油跨期价差 

图4：上海原油1910-1911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4、原油远期曲线 

图5：上海原油期货远期曲线                      图6：布伦特原油期货远期曲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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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易所仓单 

图7：上海原油仓单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6、美国原油库存 

图8：美国原油库存                               图9：美国汽油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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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EIA 

 

7、中国炼厂 

图10：中国炼油厂开工率                        图11：山东地炼开工率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8、美国产量及炼厂开工 

图12：美国原油产量                             图13：美国炼厂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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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EIA 

 

9、钻机数据 

图14：全球钻机                               图15：美国钻机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10、NYMEX原油持仓 

图16：NYMEX原油非商业性持仓                   图17：NYMEX原油商业性持仓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C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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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ent原油持仓 

图18：Brent原油基金持仓                       图19：Brent原油商业性持仓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IPE 

 

12、上海燃料油期现走势 

图20：上海燃料油期价与新加坡燃料油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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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海燃料油跨期价差 

图21：上海燃料油2001-2005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14、新加坡燃料油价格 

图22：新加坡180燃料油现货                      图23：新加坡380燃料油现货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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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燃料油仓单 

图24：上海燃料油仓单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16、新加坡燃料油库存 

图25：新加坡燃料油库存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ESG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微信号：Rdqhyjy                www.rdqh.com 

17、沥青现货价格 

图26：各区域沥青现货价格                        图27：沥青现货出厂价格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18、上海沥青期现走势 

图28：上海沥青期现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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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海沥青跨期价差 

图29：上海沥青1912-2006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20、沥青仓单 

图30：上期所沥青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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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21、沥青库存率 

图31：国内沥青库存率                         图32：近年国内沥青库存率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22、沥青装置开工 

图33：沥青装置开工率                        图34：近年沥青装置开工走势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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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上海燃料油与原油期价比值 

图35：上海燃料油与原油期价主力合约期价比值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24、上海沥青与原油期价比值 

图36：上海沥青与原油期价主力合约期价比值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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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上海沥青与燃料油期价价差 

图37：上海沥青与燃料油期价主力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