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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宏观风险占据主导，本周内外盘原油期货冲高回落；下游需求启动缓慢，沥青现货价格

小幅回调，期货盘面跟随原油走势。 

表 1 原油及沥青期现货价格本周变动（单位：美元/桶，人民币/桶，元/吨）   

项  目 

8月 

8日 

8月 

16 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1909 收盘价 413.50 420.00 +6.5 +1.57%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57.75 57.39 -0.36 -0.62% 

WTI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52.92 54.63 +1.71 +3.23% 

迪拜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57.07 58.42 +1.35 +2.37% 

BU1912 收盘价 3078 3072 -6 -0.19%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3450 3400 -50 -1.45%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宏观风险占据主导，金融市场波动放大 

周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取消了 9 月 1 日即

将对中国征收的关税项目，中美经贸摩擦缓和，一度导致风险资产大幅反弹。但周四美国 10

年和 2 年期国债利率出现 2005 年以来的首次倒挂，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不同程

度国债利率倒挂现象，这被视为全球经济衰退信号，再度引发金融避险情绪和市场恐慌抛售。

此外，中国表示要对美国对 3,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中美贸易关系

仍不明朗。 

（2）IEA 月报：将 2019 年原油需求增速预期 下调 10 万桶/日至 110 万桶/日 

IEA 月报将 2019 年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下调 10 万桶/日至 110 万桶/日。称 OECD 原油库存

6 月增 3180 万桶至 29.61 亿桶，较 5 年均值多 6690 万桶。IEA 称，7 月伊朗出口下降 13 万桶

至 40 万桶/日；俄罗斯超额完成 16%的减产目标；欧佩克超额执行减产任务 34%。全球原油供

给稳定在 100 万桶/日上方。 

（3）国际金融协会预计今年两年美国原油产量增速放缓 

国际金融协会预计，今明两年美国原油产量增幅放缓到 130万桶/日和 90 万桶/日。预计

今年布伦特油价平均水平 65 美元/桶，2020 年 62 美元/桶。  

（4）EIA：美国 9 月页岩油产量将上涨 8.6 万桶/日 

国能源信息署（EIA）称，美国 9 月主要页岩油产地产量预计将上涨 8.6 万桶/日至 876.8

万桶/日，8 月为上涨 6.3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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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再度意外增加，汽油需求创纪录高位 

EIA 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二周意外增加。数据显示，8 月 9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60 万桶，较每年这一

时期的五年均值高出 3%，市场预期为减少 280 万桶。当周炼厂产能利用率下滑 1.6 个百分点，炼厂原油加工量减少 47.5万桶/日。

上周美国原油净进口量减少 25.2 万桶/日，当周原油产出持平为 1230 万桶/日。截止 8月 9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140 万桶，

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2.573 万桶，当周美国汽油需求量大幅增加 28.1 万桶至记录高位的 993 万桶/日；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

库存意外减少 190 万桶，分析师预期增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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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台风导致厂家库存小幅增加，需求启动缓慢 

本周东北、山东及华南西南地区装置提高负荷，但华北中油秦皇岛大幅调降产量，整体开工率小幅回升。截止 8 月 15 日，国

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43.5%，环比上周回升 1.0 个百分点。受台风影响，山东地区炼厂无法正常出货，加之菏泽东明恢复生产，

导致厂家库存小幅增加，社会库存则基本保持平稳。隆众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15 日，国内沥青库存 38.59%，较前一周增加 2.16

个百分点；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1.1 万吨，环比微降 0.67% 

图 2. 沥青开工率（单位：%）  图 3. 国内沥青厂家库存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3.小结 

一方面，以沙特为代表的 OPEC国家进一步减产预期，对油价带来一定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仍不明朗，疲弱

经济数据再度引发金融避险情绪和市场恐慌抛售；多空博弈下，短线 WTI 原油在 55 美元/桶附近震荡反复。 

台风及阴雨天气导致终端需求启动缓慢，短线沥青跟随原油波动；但随着天气逐渐好转，需求旺季仍可期，沥青逢调整偏多

操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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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内外盘原油期货冲高回落。在沙特或加大减产预期及中美贸易关系缓和的提振下，周初 WTI 原油大幅反弹，但欧美疲弱

经济数据导致需求放缓担忧重燃，后半周原油重回弱势调整，截止周五 16：30，WTI 原油主力累涨幅 1.90%，布伦特原油累计涨幅

1.04%。国内原油期货走势相对偏强，主力合约 SC1908 重心缓慢上移，全周以 3.01%的涨幅报收于 424.6 元/桶。 

成本端占据主导，本周沥青期货冲高回落。主力合约 BU1912周一至周三持续走强，最高一度上探至 3228 元/吨，周四在原油

大跌的拖累下，期价再度寻底，周五窄幅震荡，全周以 0.45%的跌幅报收于 3084 元/吨，总持仓量增加 1.25 万手至 63.9万手，成

交量减少 27.7 万手至 436 万手。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力日 K 线图来看，期价重心下移，整体陷入 55美元/桶附近震荡反复。 

从沥青 1912日 K 线图来看，期价运行重心下移至 3050-3250区间，短线延续震荡走势。 

图 4.WTI主力日 K 线图  图 5. BU1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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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需求缓慢复苏，政策强基建预期将逐渐兑现，沥青中期仍有上行动能。 

短期展望：一方面，以沙特为代表的 OPEC 国家进一步减产预期，对油价带来一定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仍不

明朗，疲弱经济数据再度引发金融避险情绪和市场恐慌抛售；多空博弈下，原油陷入震荡反复走势。台风及阴雨天气导致终端需

求启动缓慢，短线成本端主导沥青行情；但随着天气逐渐好转，需求旺季仍可期，沥青逢调整偏多操作思路。 

2.操作建议 

3050 下方尝试多单。 

3.止盈止损 

多单 300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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