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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多空消息交织，本周国内外原油期现货高位震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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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 

7 月 

5 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1809 收盘价 491 497.6 +6.6 +1.34%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77.55 77.54 -0.01 -0.01% 

WTI 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73.28 73.12 -0.16 -0.22% 

迪拜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75.13 74.83 -0.30 -0.40% 

胜利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68.56 68.68 +0.12 +0.17%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生效 

7 月 6 日中午，美国对 34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正式生效；中国商务部第一时间表

示，中国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

反击。此前，中国曾表示，将可能对进口的美国原油征收 25%关税。美国目前对中国出口的

原油约为 40 万桶/日。 

（2）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周五与伊朗召开会议，商讨伊核协议 

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周五将在维也纳和伊朗官员会面，讨论如何

让 2015 年的伊核协议继续有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从 8 月开始生效，但一些投资伊朗且

在美国有大量业务的欧洲企业已宣布，他们将会推出与伊朗的业务协议。欧盟执行委正建议

欧盟政府把资金直接汇入伊朗央行亦规避美国的处罚，但细节计划尚未浮现。 

（3） 伊朗威胁封锁石油运输要道，美国海军已做好准备 

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一些军方高层人士近几日发出威胁，称如果美国试图抑制伊朗石油出

口，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航道，每

天约有五分之一全球石油消费量由此通过。美国军队的中央司令部周四称，美国海军已经做

好准备，确保自由通航和商务流通。 

（4） 特朗普再度出言职责 OPEC 要求其立即降价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再度出言指责 OPEC 推高汽油价格，并敦

促该组织采取更多行动压低价格。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向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

购买伊朗石油。据了解，由于美国施压，韩国 7 月将不会装卸伊朗原油和冷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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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息人士：沙特 6 月增产约 50 万桶/日 

OPEC 消息人士周四称，沙特已告知 OPEC 该国上月原油产量为 1048.8 万桶/日，较 5 月增加 45.8 万桶/日。此前，路透曾

表示，OPEC 产量 6 月环比增加 32 万桶至 3232 万桶/日，创 2018 年 1 月份以来新高，沙特增产最多；OPEC 成员国 6 月石油减

产执行率下降至 110%，5 月份为 167%。俄罗斯能源部表示，俄罗斯 6 月原油产量 1106 万桶/日，较 5 月增加 9 万桶/日。 

（6）遭遇不可抗力，利比亚原油日产量下降 85 万桶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周一宣布，由于东部油田和港口关闭，Zueitina 和 Hariga 港口的原油运输遭遇不可抗力，导致日产量下

降 85 万桶。 

（7）美国上周原油库存意外增加，汽油库存降幅超预期 

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29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 124.5 万桶至 4.18 亿桶，市场此前预估为减少 350

万桶；炼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13.6 万桶/日，当周炼厂产能利用率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97.1%，此前市场预期为增加 0.2 个百分点。

当周美国原油进口量增加 136.3 万桶/日，美国原油产量连续第三周持稳在 1090 万桶/日。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150.5 万桶，分析师

预估为减少 8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13.4 万桶，市场预估为减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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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扬后抑，整体维持高位震荡。WTI 原油主力周二最高一度上冲至 75.27 美元/桶，但受美国原油库存意

外增加及中美贸易冲突悲观情绪影响，周五大跌 1.6%考验 73 美元/桶支撑；布伦特原油走势相对疲弱，期价重心缓慢下移；国内

原油主力 SC1809 周一一度上冲至 510 元/桶，但随后震荡回落，全周以 0.18%的微涨报收于 495.7 元/桶，总持仓量减少 0.21 万

手至 3.42 万手，成交量增加 15.4 万手至 140.1 万手。 

 

 

 

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原油供应增加，而中美互征关税或扩大至原油，油价上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因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并施压盟国停止对伊朗原油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而叙利亚因不可抗力导致短线供应中断，原油支撑亦较强。多

空风险事件频发，短线原油陷入高位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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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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周期来看，WTI 原油主力月线级别延续上升趋势，关注 75 美元/桶压力，若有效突破，长期反弹目标指向 90 美元/桶。短

周期来看，期价整体依旧运行于去年 6 月底以来的上升通道，目前在 75 美元/桶附近暂时承压，短线陷入高位震荡走势。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OPEC+决定从 7 月开始增加原油日产量，原油供应压力增加；但下半年原油消费季节性回升，需求端支撑转强；

且美国对伊朗制裁或导致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全球油市再平衡，下半年原油呈现高位宽幅震荡走势。 

短期展望：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原油供应增加，而中美互征关税或扩大至原油，油价上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因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施压盟国停止对伊朗原油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而叙利亚因不可抗力导致短线供应中断，原油支撑

亦较强。多空风险事件频发，短线原油陷入高位震荡走势。 

2.操作建议 

多单部分减持，耐心等待期价调整后的加仓机会。 

3.止盈止损 

多单 475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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