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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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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1 日 

8月 7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09 收盘价 286.10 281.80 -4.3 -1.50% 

布伦特原油 09 合约收盘价 43.71 44.85 +1.14 +2.61% 

WTI原油 09 合约收盘价 40.43 41.71 +1.28 +3.17% 

BU2012 收盘价 2840 2788 -52 -1.83%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615 2615 0 0%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780 2780 +0 0%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疫情担忧抑制燃料需求复苏 

美国约翰斯.霍普斯金大学 6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美国东部时间 21

时 35 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 19007938 例，累计死亡 713406 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

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4881974 例，累计死亡 160090 例。美国科罗拉多、俄亥俄和佛吉尼亚

等州的新增病例不断增加。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40 万例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

墨西哥和秘鲁。疫情担忧将放缓能源需求复苏，制约油价反弹。 

（2）美国新刺激方案仍处于僵局 

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商议仍处在僵局。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共和

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议员们仍在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上产生分歧，无法预测达成经济刺

激计划的时间，参议院将在下周一召开会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表示，将就新的经济

刺激计划达成一致，目前，有关刺激计划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在以积极的方式进行，

需要快速推进刺激计划的谈判。 

（3）美加或爆发贸易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日签署公告，宣布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征 10%

的关税。特朗普表示，加拿大铝生产商打破了承诺，有必要捍卫美国铝业。美国商会表示，

对加拿大铝产品重新征收关税的举动将增加美国制造商的成本。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美国对加拿大铝重新征收关税，加拿大将计划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大降，因炼厂加工率增加 

上周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大幅下滑，因美国炼厂产能利用率增加至 3 月以来的最高水

平。EIA 数据显示，截止 7 月 31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740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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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桶。上周美国炼厂产能利用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 79.6%，为 3 月末以来最高，因美国经济正在从疫情的冲击中缓慢回升，上周

原油加工量增加 4.2 万桶/日。不过汽油库存意外增加 40 万桶，分析师预估减少 2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160

万桶至 1.8 亿桶，自 1982年 12 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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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5）炼厂开工回升，不利天气抑制需求，库存仍将小幅增加 

本周山东及华东部分炼厂恢复生产，带动开工率回升，供应压力有所增加；东北、西北需求仍平淡，山东地区降雨增多，需

求受阻，南方部分地区受台风因素影响需求亦放缓，库存小幅增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5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

率 54.2%，较前一周三回升 4.5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65.9 万吨，环比增加 4.27%，同比增加 10.11%；33 家样本沥青

社会库存为 87.05 万吨，环比下增加 2.05%，同比增加 6.61%。供应面来看，下周河北鑫海、大连西太、中化弘润恢复正常生产，

供应仍将继续增加。需求面来看，山东、 华北地区连续降雨天气增加，南方部分地区受台风天气影响，终端需求仍难有效释放，

库存或仍将小幅累积。 

图 3. 沥青库存率（单位：%）  图 4. 国内沥青社会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3.小结 

原油方面，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为油价提供支撑，但市场仍担忧第二波疫情冲击燃料需求复苏，且美国刺激方案仍停滞不前，

原油上行空间受限，整体仍未摆脱震荡区间。自身基本面而言，部分装置恢复生产，供应压力有所增加；山东、 华北地区连续降

雨天气增加，南方部分地区受台风天气影响，终端需求仍难有效释放，基本面驱动力亦显不足，短线沥青延续区间震荡走势。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多空博弈下，本周国际原油先扬后抑。周一至周三 WTI 原油主力运行重心持续上移，最高上探至 43.52 美元/桶，但整体仍难

摆脱震荡区间，周四周五油价窄幅调整，截止 8 月 7 日 15: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1.71 美元/桶，较 7 月 31 日收盘上涨 3.17%；

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4.85 美元/桶，7 月 31 日收盘上涨 2.61%。国内原油期货走势弱于外盘，主力合约 SC2009 以 1.50%的周跌幅

报收于 281.8 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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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沥青跟涨不积极，整体陷入弱势震荡走势。主力合约 BU2012 全周以 1.83%的跌幅报收于 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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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短线反弹动能不足，整体陷入 39-43 美元/桶区间窄幅震荡走势。从

沥青 2012日 K 线图来看，整体上升趋势未改，短线延续近一个月来的区间震荡走势，以时间换空间。 

图 5.WTI 主连日 K 线图  图 6. BU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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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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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为油价提供支撑，但市场仍担忧第二波疫情冲击燃料需求复苏，且美国刺激方案仍停滞不前，原油上行

空间受限，整体仍未摆脱震荡区间。成本端有支撑，但力度减弱。自身基本面而言，部分装置恢复生产，供应压力有所增加；山

东、 华北地区连续降雨天气增加，南方部分地区受台风天气影响，终端需求仍难有效释放，基本面驱动力亦显不足，短线沥青陷

入区间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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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待需求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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