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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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265.7 +6.2 

持仓（手） 65371 67052 +1681 

前 20名净持仓 - - - 

现货 阿曼原油现货（美元/桶） 

人民币计价（元/桶） 

备注：不包括运费等费用 

32.68 34.35 +1.67 

231.8 243.4 +11.6 

基差（元/桶） -27.7 -22.3 +5.4 

 

2、 原油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沙特、俄罗斯及其他 OPEC+国家于 5 月至 6 月执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 495万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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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减产协议，减产规模为 970万桶/日。沙特宣布

6月额外减产 100万桶/日，阿联酋、科威特也宣

布额外减产。 

地解封政策引发疫情二次爆发风险，原油需求呈

现放缓。中美局势趋于紧张，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5

月15日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498.2万桶至

5.265 亿桶，预期增加 115 万桶，库欣原油库存

减少 558.7万桶；战略原油储备增加 190万桶至

6.416 亿桶，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减少 10 万桶/日

至 1150万桶/日。 

截至 5月 15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增加 283万桶，

精炼油库存增加 383.2万桶。 

据追踪石油流动的公司的数据，5月迄今，OPEC+

已将原油产量削减约 600万桶/日，显示该组织在

遵守协议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仓单数量为

1750.7万桶，较上一周增加 640.1万桶。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美联储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们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构成严重威胁，

将致力于全面使用其工具，并采取适当行动来支持美国经济；欧洲、美国等逐步解除放宽疫情封锁

措施，重启经济活动，汽车交通运输和燃料需求预计将反弹；OPEC秘书长巴尔金表示，OPEC成员国

都在迅速提高自己的减产执行率，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展顺利；国际能源署(IEA)表示，随着需求增

加，IEA 预计下半年原油库存将减少约 550 万桶/日； EIA 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500

万桶，库欣地区原油库存减少 560 万桶，成品油库存出现增加，美国原油产量减少 10 万桶至 1150

万桶/日；供需改善预期支撑市场氛围；而国际贸易局势及疫情二次爆发风险，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获利了结使得市场震荡加剧。 

技术上，SC2007 合约测试 275-280 区域压力，下方考验 250 一线支撑，短线呈现震荡走势，

操作上，250-280元/桶区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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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 1611 +21 

持仓（手） 719988 655110 -64878 

前 20名净持仓 -136555 -106938 净空减少 29617 

现货 新加坡380燃料油（美元/吨） 169.34 192.47 +23.13 

人民币折算价格（元/吨） 

备注：不包括运费等费用 

1203 1364 +161 

基差（元/吨） -387 -247 +140 

 

4、 燃料油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沙特、俄罗斯及其他 OPEC+国家将于 5 月至 6 月

执行减产协议，减产规模为 970万桶/日。沙特宣

布 6月额外减产 100万桶/日。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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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增加 11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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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至 2617.2万桶。 

 上期货所燃料油期货仓单为 454040吨。 

 4 月燃料油产量为 308.7 万吨，同比增长 68%。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OPEC+逐步实施减产，EIA 美国原油库存连续下降，全球油市正出现改善迹

象，国际原油价格呈现震荡回升；新加坡 380 高硫燃料油现货价格较上周上涨，低硫与高硫燃油价

差低位出现回落；新加坡燃料油库存增至近一年高位；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出现反弹。国内

燃料油产量增幅扩大，上期所燃料油注册仓单增至高位，对近月合约上行空间构成压制。前

二十名持仓方面，FU2009合约减仓，空单减幅高于多单，净空持仓呈现回落，短期燃料油呈现震荡

走势。 

技术上，FU2009 合约面临 1700 区域压力，下方考验 20 日均线支撑，短线呈现震荡走势，建

议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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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8 2392 +34 

持仓（手） 377671 408901 +31230 

前 20名净持仓 -63010 -48824 净空减少 14186 

现货 华东沥青现货（元/吨） 2100 2250 +150 

基差（元/吨） -258 -142 +116 

 

6、 沥青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沙特、俄罗斯及其他 OPEC+国家将于 5 月至 6 月

执行减产协议，减产规模为 970万桶/日。沙特宣

布 6月额外减产 100万桶/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沥青仓库库存为 61270吨，较上

一周增加 4150吨；厂库库存为 169110吨，较上

一周持平。 

隆众数据显示，据对 66家主要沥青厂家统计，截

至 5月 21日综合开工率为 45.1%，较上周环比下

降 1.1个百分点。 

 

据隆众数据显示，截至 5月 21日当周 25家样本

沥青厂家库存为 56万吨，环比下降 4.5万吨，降

幅为 7.4%。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OPEC+逐步实施减产，EIA 美国原油库存连续下降，全球油市正出现改善迹

象，国际原油价格呈现震荡回升，炼厂加工利润收窄；国内主要沥青厂家开工负荷小幅回落，华东

区域开工下降；厂家库存呈现下降，社会仓库高位持稳；北方地区供应稳中增加，炼厂低价惜售。

需求端，下游按需采购为主，部分地区受降雨影响需求放缓；中石化结算价格上调，现货价格出现

上涨。前二十名持仓方面，BU2012合约持仓增加，多单增幅高于空单，净空持仓出现回落，短期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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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期价呈现震荡走势。 

技术上，BU2012 合约考验 2300-2350 区域支撑，上方测试 2500-2550 区域压力，短线沥青期

价呈现震荡走势，操作上，建议 2300-2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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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5月 21日，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报 34.39美元/桶，较上周上涨 4.02美元/桶；阿曼原油价格报

34.35美元/桶，较上周上涨 1.67 美元/桶。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报 28.43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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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原油期货指数与阿曼原油现货（盘面折算人民币价格，不包括运费等费用）价差处于45至51元/桶

波动，阿曼原油现货回升，上海原油期价升水缩窄。 

 

 

3、上海原油跨期价差 

图4：上海原油2007-2009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上海原油2007合约与2009合约价差处于-24至-30元/桶区间，近月合约贴水处于区间波动。 

 

 

4、原油远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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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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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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指定交割仓库的期货仓单数量为1750.7万桶，较上一周增加640.1万桶。 

 

 

6、美国原油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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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美国原油库存                               图9：美国汽油库存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EIA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498.2万桶至5.265亿桶，

预期增加115万桶，库欣原油库存减少558.7万桶；战略原油储备增加190万桶至6.416亿桶；汽油库存增加283

万桶，精炼油库存增加383.2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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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隆众数据，中国炼油厂开工率为78.66%，较上周持平；山东地炼常减压装置开工率为75.77%，较上

一周增加1.4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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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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EIA 

EIA数据显示，美国原油产量减少10万桶/日至1150万桶/日；炼厂产能利用率为69.4%，环比增加1.5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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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休斯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34座至258座，较上年同期减少

544座，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减少35座至33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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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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会员会（CFTC）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当周，NYMEX原油期货市场非商业性

持仓呈净多单541019手，较前一周增加10407手；商业性持仓呈净空单557971手，比前一周增加21073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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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洲际交易所（ICE）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当周，管理基金在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期权中持有净

多单为156072手，比前一周减少20866手；商业性持仓呈净空单为359712手，比前一周减少1321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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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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燃料油期货指数与新加坡380高硫燃料油现货（盘面折算人民币价格，不包括运费等费用）价差处

于440至300元/吨，新加坡380高硫燃料油现货回升，燃料油期货升水继续缩窄。 

 

 

13、上海燃料油跨期价差 

图21：上海燃料油2009-2101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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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燃料油 2009合约与 2101合约价差处于-185至-155元/吨区间，近月合约贴水呈现缩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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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5月 21日，新加坡 180高硫燃料油现货价格报 202.41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33.9美元/吨；380

高硫燃料油现货价格报 192.47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34.01 美元/吨，涨幅为 21.5%。 

 

 

15、燃料油仓单 

图24：上海燃料油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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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仓单为454040吨，较上一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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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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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增加118.5万桶至2617.2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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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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道路沥青出厂价格报2500-3450元/吨区间；重交沥青华东市场报价为2250元/吨，较上周上涨150

元/吨；山东市场报价为2210元/吨，较上周上涨17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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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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沥青期货指数与华东沥青现货价差处于170至90元/吨，沥青期货升水呈现缩窄。 

 

 

19、上海沥青跨期价差 

图29：上海沥青2006-2012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上海沥青 2006合约与 2012合约价差处于-260至-310元/吨区间，近月合约贴水小幅走阔。 

 

 

20、沥青仓单 

图30：上期所沥青仓单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沥青仓库库存为61270吨，较上一周增加4150吨；厂库库存为169110吨，较上一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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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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沥青库存率为30.03%，较上周增加2.41个百分点，厂家库存出现下降，社会库存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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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隆众数据，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为46.2%，较上一周下降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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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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燃料油与原油期价主力合约期价比值处于6.1至6区间，燃料油9月合约与原油7月合约比值区间小

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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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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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沥青与原油期价主力合约期价比值处于8.7至9.1，沥青12月合约与原油7月合约比值呈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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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沥青与燃料油期价主力合约价差处于720至810元/吨区间，沥青12月合约与燃料油9月价差处于区

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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