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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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4 412.2 -16.2 

持仓（手） 32756 31490 -1266 

前 20名净持仓 - - - 

现货 阿曼原油现货（美元/桶） 

人民币计价（元/桶） 

61.2 57.34 -3.86 

422.3 401.6 -20.7 

基差（元/桶） -6.1 -10.6 -4.5 

 

2、 原油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美国加强对伊朗及委内瑞拉制裁力度，伊朗在霍

尔木兹海峡扣押数艘忧虑，伊朗局势延续紧张态

势。 

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市场避险

情绪升温，贸易局势动荡及全球经济放缓令市场

担忧原油需求前景。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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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6 日当周 API 美国原油

库存减少 602.4 万桶至 4.43 亿桶，库欣原油库存

减少 144.9 万桶；汽油库存减少 313.5 万桶；精炼

油库存减少 89 万桶。 

EIA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

增加 238.5 万桶至 4.389 亿桶，预期减少 331.3

万桶，库欣原油库存减少 150.4万桶。汽油库存

增加 443.7万桶，精炼油库存增加 152.9万桶；

上周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10万桶/日至 1230万桶/

日。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 2019 年美国原油产量

将增加 128 万桶/日至 1227 万桶/日，较上月预估

下调 12 万桶/日。 

EIA将 2019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下调 7万桶

/日至 100 万桶/日。 

据普氏能源调查显示，预计 7月 OPEC原油产量为

2988万桶/日，较 6月产量环比下降 21万桶/日，

减产执行率升至 117%。 

 

沙特计划将 8 月和 9月原油出口量控制在 700万

桶/日以下；消息称沙特正在与其它产油国讨论遏

制油价下跌的选项。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贸易局势继续动荡令市场担忧原油需求前景，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升高；而

特朗普再度抨击强势美元和美联储，全球主要央行陆续降息并转向宽松政策，令风险情绪略有改善；

EIA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汽油及精炼油库存出现增加，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10万桶

至 1230万桶/日，这压制油价。普氏调查显示 7月 OPEC原油产量下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7月原油

进口维持高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数艘油轮，消息称沙特正在与其它产油国讨论遏制油价

下跌的选项，OPEC进一步减产预期及伊朗紧张局势对油价有所支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 7元关

口，上海原油 1909 合约较布伦特原油呈现升水，预计原油期价呈现低位震荡走势；短期关注 OPEC

月报、贸易局势及美国库存状况。 

技术上，SC1909 合约考验 395-400 关口区域支撑，上方反抽短期均线系统压力，短线呈现低

位震荡走势，操作上，建议 395-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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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 2233 -187 

持仓（手） 437182 592250 +155068 

前 20名净持仓 -67998 -75859 +7861 

现货 新加坡380燃料油（美元/吨） 391.13 316.72 -74.41 

人民币计价（元/吨） 2699 2218 -481 

基差（元/吨） 279 -15 -294 

 

4、 燃料油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预计 8 月份新加坡从欧美获得 100 万至 200 

万吨套利燃料油，低于此前普遍水平的 400 万吨

/月。 

贸易局势动荡及全球经济放缓忧虑压制市场氛

围，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避险

情绪升温，国际原油价格延续调整。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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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计划将 8 月和 9月原油出口量控制在 700万

桶/日以下；消息称沙特正在与其它产油国讨论遏

制油价下跌的选项。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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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万桶

至 2191.7万桶；轻质馏分油库存增加 28.8万桶

至 1027.9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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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点，周度环比呈继续回落。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贸易局势继续动荡，市场担忧经济放缓损及原油需求，国际原油期价继续

下跌；新加坡燃料油市场现货价格大幅下跌，380-cst 燃料油现货溢价显著回落；波罗的海干散货

运价指数回落至近一个月低位；新加坡燃料油燃料油库存增至六周高位；前二十名持仓方面，FU2001

合约持仓继续大增，空单增幅高于多单，净空持仓连续增加，短期燃料油呈现震荡整理走势。 

技术上，FU2001 合约继续下探，下方趋于考验 2100-2150 区域支撑，上方面临 2300-2350 区

域压力，短线呈现震荡整理走势，建议 2100-2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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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 3098 -80 

持仓（手） 666786 626588 -40198 

前 20名净持仓 -9435 -6564 -2871 

现货 华东沥青现货（元/吨） 3450 3450 0 

基差（元/吨） 272 352 +80 

 

6、 沥青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沥青需求旺季到来，需求预期对市场有所支撑。 贸易局势动荡及全球经济放缓忧虑打压市场氛

围，避险情绪升温，国际原油价格延续调整。 

隆众数据显示，8 月 8 日当周 33 家样本沥青社会

库存为 81.65 万吨，环比下降 8.41%。 

隆众数据显示，64家主要沥青厂家统计，截至 8

月 8日综合开工率为 42.5%，较上周环比增加 0.6

个百分点。 

 据隆众资讯数据统计，8 月国内炼厂沥青计划排

产量为 233.1万吨，环比增加 5.9%。其中地炼和

中海油增加幅度较大，中石化和中石油仍维持减

产态势。 

 8月 8日当周 25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为 59.85万

吨，环比增加 1.08%；。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国际原油期价继续回调，炼厂加工利润可观，沥青成本支撑减弱；国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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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沥青厂家开工率小幅上升，厂家库存出现回升，社会库存则下降。北方地区受降雨天气影响，终

端刚需释放有限，部分低价货源抛售，现货市场有所压力；南方地区个别炼厂船运出货尚可，整体

市场需求陆续向好。前二十名持仓方面，BU1912合约呈现多空减仓，空单减幅高于多单，净空持仓

继续小幅下降，短期沥青期价呈震荡整理走势。 

技术上，BU1912 合约期价考验 2950-3000 区域支撑，上方面临 3220-3270 区域压力，短线呈

现震荡整理走势，操作上，建议 2950-3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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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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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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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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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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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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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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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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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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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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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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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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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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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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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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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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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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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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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上海沥青跨期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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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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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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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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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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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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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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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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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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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