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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受美国原油产量增加及 OPEC 增产预期打压，本周国内外原油期现货震荡回调；但伊朗  

及委内瑞拉地缘政治风险仍未消散，布伦特原油表现抗跌。 

表 1 国内外原油期现货价格本周变动  单位：美元/桶，人民币/桶   

项  目 

5 月 

31 日 

6 月 

7 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1809 收盘价 472.5 465.80 -6.7 -1.42%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77.61 77.44 -0.17 -0.22% 

WTI 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67.10 65.95 -1.02 -1.71% 

迪拜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75.43 73.54 -1.89 -2.51% 

胜利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68.73 67.10 -1.63 -2.37% 

WTI 原油现货价（库欣交割） 67.04 64.73 -2.31 -3.44%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OPEC 内部分歧较大，有分析师认为维也纳会议可能无果而终 

周二有消息传出称，美国政府通过非正式方式要求沙特和其他 OPEC 成员国提高石油产

量；印度石油部长表示，沙特和其他 OPEC 产油国正在“重新考虑”其减产政策。但 OPEC 内

部分歧较大，伊拉克石油部长周三表示，油市稳定价格良好，没有必要增产；阿尔及利亚能

源部长表示，OPEC 当前最重要任务是保证优势的供需平衡，以确保油市稳定。有分析师表

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 OPEC 会议有可能无无果而终，因各成员国的立场不一致，而任何

决定都需要获得全体一致同意。 

（2）委内瑞拉主要油港装载滞后问题严重，PDVSA 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 

委内瑞拉主要油港的邮轮在等待装载逾 2400 万桶原油，几乎相当于 4 月 PDVSA 的发

货数量；装载滞后问题严重，PDVSA 已经告知部分客户，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新的交付条款，

PDVSA 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从而能暂停履行合约。 

（3） 中国 5 月原油进口量为 3904.7 万吨 

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5 月原油进口量为 3904.7 万吨，1-5 月原油累计进

口 1.90478 亿吨。中国 5 月成品油进口量为 302.7 万吨，1-5 月成品油累计进口 1426.6 万吨。

中国 5 月天然气进口量为 741.1 万吨，1-5 月天然气累计进口 3480 万吨。 

（4） 美国 4 月原油出口跳升至 176 万桶/日，创记录高位 

美国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海外贸易数据显示，美国 4 月原油出口大涨至记录新高的 176 万

桶/日，受益于美工原油较全球基准原油贴水上升，3 月出口为 167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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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IA 周度库存意外增加 207.2 万桶，预期为下滑 182.4 万桶 

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1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逾 207.2 万桶至 4.37 亿桶，市场此前预估为减少 182.4

万桶；炼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21.4 万桶/日，当周炼厂产能利用率上升 1.5 个百分点至 95.4%。当周美国原油进口量增加 118.0 万桶

/日。美国汽油库存增加 460.3 万桶至 2.390 亿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58.7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216.5 万桶

至 1.16794 亿桶，市场预估为增加 78.4 万桶。 

图 1.EIA 美国原油及汽油库存（单位：万桶/日）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3.小结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外原油期货探底回升，WTI 主力周一跌破近一年来的上升通道，但周二至周四期价止跌企稳；布伦特原油相对抗跌，

周三周四期价大幅反弹，基本收复上周五以来的跌幅。国内原油主力 SC1809 跟随外盘走势，周五最高上冲至 474.2 元/桶，但午

后出现较大回调，全周以 1.35%的跌幅报收于 468.3 元/桶，总持仓量增加 0.03 万手至 3.43 万手，成交量增加 0.87 万手至 113.3

万手。 

2. 趋势分析    

图 2.WTI 主力月 K 线图  图 3. WTI 主力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OPEC 内部存在分歧，市场对维也纳会议上是否放松减产协议仍存疑虑；此外，委内瑞拉主要港口邮轮装载滞后问题严重，

影响原油出口，伊朗供应短缺担忧亦重燃；维也纳会议有确切结果出来前，国内外原油价格高位将有震荡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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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周期来看，WTI 原油主力月线级别延续上升趋势，但涨势趋缓，期价考验 65-66 美元/桶支撑。短周期来看，跌破去年 6

月底以来的上升通道，短线若无抵抗性反弹，技术回调目标位将指向 60 美元/桶。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得益于 OPEC 主动减产带来的全球原油库存下降，2018 年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运行中枢将会逐步上移，但 OPEC

产量动态回归+美国产量增加潜力将会抑制原油价格上行高度。 

短期展望：OPEC 内部存在分歧，市场对维也纳会议上是否放松减产协议仍存疑虑；此外，委内瑞拉主要港口邮轮装载滞后

问题严重，影响原油出口，伊朗供应短缺担忧亦重燃；维也纳会议有确切结果出来前，国内外原油价格高位将有震荡反复，关注

WTI 原油 65-66 美元/桶附近争夺。 

2.操作建议 

若 WTI 站稳 66 美元/桶上方，可博弈多单；否则，观望为宜。 

3.止盈止损 

多单 455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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