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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在伊朗供应担忧、飓风天气及美国库存意外大降等诸多利好提振下，本周前半周国内外 

原油期现货大幅上涨，但 IEA月报显示 OPEC 原油产出增加，加之飓风强度减弱，周四周五原

油价格承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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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6日 

9月 

6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1812 收盘价 520.00 533.30 +13.30 +2.56%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76.63 78.02 +1.39 +1.81% 

WTI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67.89 68.63 +0.74 +1.09% 

迪拜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75.30 77.05 +1.75 +2.32% 

胜利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67.40 69.29 +1.89 +2.80%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IEA:OPEC 8 原油产量大幅攀升，增幅超美国对伊朗制裁导致的伊朗供应降幅 

IEA 最新月报称，OPEC8 月原油产量增加 42 万桶/日至 3263 万桶/日，这是 OPEC 两年多

来最大单月产量环比增幅，为九个月来新高。产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利比亚、伊拉克、尼日

利亚和沙特增产。7 月经合组织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790 万桶至 28.24 亿桶。IEA 月报维持 18

年和 19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 140 万桶/日和 150 万桶/日预估不变。预计四季度全球原油需求

为 1.0029 亿桶/日，但汇率下降和贸易摩擦前景给需求带来风险。 

（2）OPEC 月报：8 月原油产量增加 27.8 万桶/日至 3257 万桶/日 

OPEC 月报称，OPEC 8 月产量增加 27.8 万桶/日至 3257 万桶/日；其中，沙特 8 月石油产

量为 1041.2 万桶/日，较 7 月增加 12.4 万桶/日。OPEC 预计 2019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放缓

至 141 万桶/日，此前预期为增长 143 万桶/日；预计 2019 年对 OPEC 石油需求为 3205 万桶/

日，与前次预期持平。7 月份 OECD 石油库存上涨，较最近五年均值低 4300 万桶。 

（3）美国对伊朗制裁逐渐发威，伊朗原油出口继续回落 

IEA 月报显示，伊朗 8 月产量下滑 15 万桶/日至 360 万桶/日，为 2016 年 7 月以来最低，

搞过 8 月出口下滑 28 万桶/日至 190 万桶/日。船运数据显示，两艘共装载 240 万桶伊朗凝析

油的油轮，自 8 月以来一直滞留在阿联酋外海。 

（4）飓风弗洛伦斯在登陆美国东海岸地区之前的强度减弱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之前公告，本周三夜间，四级飓风“佛罗伦斯”的强度将增强，并

将于周四或周五接近北卡罗莱纳州或南罗莱纳州沿岸。但最新消息显示，飓风弗洛伦斯在登

陆美国东海岸地区之前的强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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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上周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库存总量跌破 4 亿桶 

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但因炼厂扩大生产，汽油和馏分油库存增加。截止 9 月 7 日当周，

美国原油库存锐减 529.6 万桶至 3.96194 亿桶，为 2015年 2月以来最低，较五年均值下降 3%，市场此前预估为减少 80.50 万桶。 

上周库欣原油库存减少 120 万桶，美国周度原油净进口量增加 50 万桶/日。本周原油库存骤降是由于炼厂活动反季节增加，在这

时间节点炼厂应该进入秋季检修。当周美国炼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21 万桶/日，产能利用率上升 1 个百分点至 97.6%。美国原油净进

口下滑 44.30 万桶/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增加 150 万桶，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616.3 万桶，

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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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原油期货冲高回落，整体延续高位震荡。在飓风引发供应担忧及美国库存意外大降利多因素提振下，WTI 原油主力周二

周三大幅反弹，期价最高上冲至 71.26 美元/桶，但 IEA 月报利空及飓风强度转弱，导致期价大幅回落，截止 9 月 14日 16：30 累

计周涨幅达 1.61%；布伦特累计周涨幅 1.65%。国内原油亦跟随外盘走势，SC1812 周三一度突破 540 元/桶压力，但周四周五高位

回调，全周以 1.74%的涨幅报收于 525.8 元/桶，总持仓量增加 0.4 万手至 3.80 万手，成交量增加 14.1 万手至 157.7 万手。 

2. 趋势分析    

 

图 2.WTI主力日 K 线图  图 3. SC1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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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A 报告显示全球原油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高位，飓风弗洛伦斯在登陆美国东海岸地区之前的强度减弱，均使油价受到压力；

但伊朗供应担忧仍难消散，油价下方支撑亦较强，预计近期国内外原油仍将延续高位震荡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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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I 原油未能站稳 70 美元/桶压力，布伦特原油未能有效突破 80 美元/桶，短线国际原油仍将延续近 5 个月以来的宽幅震荡走

势。SC1812 整体运行于上市以来的上升通道，目前期价在 540 附近承压回落，短线调整目标指向 500-510 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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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报告显示全球原油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高位，飓风弗洛伦斯在登陆美国东海岸地区之前的强度减弱，均使油价

受到压力；但伊朗供应担忧仍难消散，油价下方支撑亦较强，预计近期国内外原油仍将延续高位震荡反复。 

2.操作建议 

短空长多操作思路。 

3.止盈止损 

空单 510 下方考虑止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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