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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研究

沥青：短线陷入震荡走势，以时间换空间
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张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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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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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合基本面与技术面把握商品运
行趋势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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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信息综述
（1）全球疫情依旧糟糕，需求担忧挥之不去
截止 7 月 17 日凌晨，全球累计确诊逾 1390 万例，死亡逾 59.1 万; 美国累计病例逾 367
万。美国单日新增超 6.2 万，巴西超 4.5 万，印度超 3.5 万。据 CNN 报道，当地时间 7 月 16
日，在特朗普政府决定“接管”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后，美国疾控中心网站上的一些数据已被
删除。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美国政府要求全美医院从 7 月 15 日起，不再将疫情相关信息
发送至疾控中心。不少专家担心疫情数据透明度下降，并加剧美国“疫情政治化”问题。
（2）OPEC 月报：6 月 OPEC 减产执行率 107%
OPEC 最新月报显示，
6 月 OPEC 原油产量降 189 万桶/日至 2227 万桶/日，
减产执行率 107%。
据二手资料显示，6 月沙特原油产量为 755.7 万桶/日，环比减少 92.3 万桶/日；6 月伊朗原
油产量为 194.7 万桶/日，环比减少 0.8 万桶/日；6 月伊拉克原油产量为 371.6 万桶/日，环
比减少 44.9 万桶/日；6 月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为 35.6 万桶/日，环比减少 19.9 万桶/日；6 月
阿联酋原油产量为 234.9 万桶/日，环比减少 12.9 万桶/日。月报将 2020 年非欧佩克原油供
应增速预期从-323 万桶/日调整至-326 万桶/日。将 2020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从-907 万
桶/日调整至-895 万桶/日。2020 年欧佩克原油需求预期上调 20 万桶/日至 2380 万桶/日。
（3）OPEC+放松减产力度
周四晚间，欧佩克+部长级监督委员会召开，会上俄罗斯和沙特都强调放松减产不会导致
市场供应泛滥，他们都倾向于支持在 8 月降低减产限制。会议最终决定 8 月降低减产力度，
下一次的欧佩克技术委员会将于 8 月 17 日召开，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JMMC）将于 8 月 18
日召开。沙特能源大臣表示，8 月有效原油减产规模在 810—820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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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IA 周报：美国原油及成品油库存锐减
上周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大幅下滑，部分由于原油进口显著下滑。EIA 数据显示，截止 7 月 10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749.3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210 万桶。主要由于进口锐减，当周美国原油净进口减少 200 万桶/日。当周原油产量维持 1100 万
桶/日不变，炼厂产能利用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汽油库存减少 314.7 万桶，分析师预估减少 64.3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
分油库存减少 45.3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150 万桶。
图 1. EIA 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单位：千桶）

图 2. 沥青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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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炼厂开工稳定，降雨抑制需求，库存料将维持平稳
本周华北、华南及西南地区部分装置恢复生产，带动开工率小幅回升；各地降雨仍在持续，下游需求有限，厂家库存明显增
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7 月 15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53.1%，较前一周三回升 1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67.3 万吨，环比增加 9.08%，同比增加 4.5%；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8.35 万吨，环比下降 1%，同比下降 2.81%。供应端来看，
下周检修与重启并存，整体资源供应变化不大。需求端来看，北方地区刚需略显平淡，降雨逐渐增加，部分项目因资金问题进展
放缓；南方地区尤其华东、华南雨开始减少，部分需求有望逐渐恢复，但是西南等地区仍有降雨，预计整体需求回暖有限。
图 3. 沥青库存率（单位：%）

图 4. 国内沥青社会库存（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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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
原油方面，OPEC 以及俄罗斯等盟国同意从 8 月起降低创纪录的减产力度，加之国际关系趋于紧张，施压原油价格；但美国原
油库存意外大降，显示需求恢复情况良好，制约油价调整空间。多空博弈下，原油陷入区间窄幅震荡。自身基本面而言，各地降
雨仍在持续，需求难以释放，而供应相对稳定，现货市场维持平稳，短线沥青亦陷入震荡走势。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多空博弈下，本周国际原油延续震荡走势。截止 7 月 17 日 15: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0.86 美元/桶，较 7 月 10 日收盘
微涨 0.09%；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3.25 美元/桶，较 7 月 10 日收盘微涨 0.18%。国内原油期货表现疲弱，主力合约 SC2009 以 1.35%
的周跌幅报收于 300.7 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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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沥青跟随原油，陷入震荡走势。主力合约 BU2012 整体陷入 2800 元/吨附近震荡走势，全周以 0.50%的微涨幅报收于 2792
元/吨。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中期上升趋势未改，陷入 40 美元/桶附近窄幅震荡。从沥青 2012 日 K 线图来看，整体上升
趋势未改，短线横盘震荡整理，以时间换空间。
图 5.WTI 主连日 K 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图 6. BU2012 日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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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在成本重心上移及需求强预期提振下，沥青中长期多头配置。
短期展望：
OPEC 以及俄罗斯等盟国同意从 8 月起降低创纪录的减产力度，加之国际关系趋于紧张，施压原油价格；但美国原油库存意外
大降，显示需求恢复情况良好，制约油价调整空间；多空博弈下，原油陷入区间窄幅震荡，成本端仍有支撑，但力度减弱。自身
基本面而言，各地降雨仍在持续，需求难以释放，而供应相对稳定，现货市场维持平稳，短线沥青亦陷入震荡走势。
2.操作建议
短线震荡思路对待，以时间换空间，回调至 2750 下方逐步建立中线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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