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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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8 日 

9月 4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10 收盘价 293.6 284.4 -9.2 -3.13% 

布伦特原油 11 合约收盘价 45.94 43.64 -2.3 -5.01% 

WTI原油 10 合约收盘价 42.93 40.92 -2.01 -4.68% 

BU2012 收盘价 2678 2586 -92 -3.44%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590 2595 +5 +0.19%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750 2750 +0 0%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伊拉克：如果 9 月底之前不能完成补偿性减产，将要求把补偿期延长至 11 月底。 

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周三表示，如果 9 月底之前不能完成补偿性减产，伊拉克将要求把

补偿期延长至 11 月底。否认稍早媒体有关伊拉克寻求在 2021年第一季度免于执行减产协议

的报导。 

（2）调查：8 月 OPEC 增仓力度低于协议水平，受伊拉克等国补偿性减产影响 

据财经媒体调查，8 月 OPEC 的原油产量增加 55 万桶/日至 2394 万桶/日，远不及允许的

增产 120 万桶/日，因为此前减产落后的尼日利亚和伊拉克都在加大减产力度。8 月沙特产量

增加 41 万桶/日至 886 万桶/日，但仍低于 899 万桶/日的产能配额；8 月伊拉克及尼日利亚较

前一个月分别减产 7 万桶/日及 11 万桶/日。 

（3）8 月俄罗斯原油产量增加  

俄罗斯 8 月石油产量为 986 万桶/日，同比减少 12.8%，环比增加 5.1%。俄罗斯能源部长

诺瓦克称，俄罗斯 8-12 月的石油产量将较此前计划的水平下降 13.8%左右。此外，他表示全

球石油需求已经恢复至疫情之前水平的 90%，建议 OPEC+的减产协议做出反应。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降幅创记录高位，但汽油需求大降打压市场信心 

由于飓风劳拉导致美国近海石油生产和炼油设施关闭，上周美国原油和燃料油库存大幅

下降，。EIA 数据显示，截止 8月 28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940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190 万桶。由于大部分美工海上设施都在劳拉到来之前做好预防措施，上周美国原油产量大降

110 万桶/日至 970 万桶/日，位 2018 年 1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周美国炼厂原油加工量减少

84.4 万桶/日，产能利用率下降 5.3 个百分点至 76.7%。汽油库存减少 430 万桶，分析师预估

降幅为 30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170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减少 1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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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不过汽油需求降幅超预期，盖过利好库存数据的营销。上周汽油需求从此前一周的 916 万桶/日降至 878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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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需较为平稳，库存压力仍难释放 

本周东北及山东部分炼厂恢复生产，带动开工率回升，供应压力有所增加；而需求旺季仍未启动，炼厂库存增幅明显，社会

库存去库不积极。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9 月 2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57.6%，较前一周三回升 0.6 个百分点；25 家样

本沥青厂家库存 76.9 万吨，环比增加 3.15%，同比大增 39.56%；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4.55 万吨，环比下降 1.74%，同比增

加 23.54%。下周国内沥青供应维持小幅增加态势，刚需较为平稳，但缺乏亮点表现，库存压力仍难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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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表示如果 9 月底之前不能完成补偿性减产，将要求把补偿期延长至 11 月底，俄罗斯及阿联酋方面有增产动作，市场对

供应端松动的担忧升温；以此同时，疫情及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导致原油需求复苏滞后，且市场预期美国炼厂原油需求将在秋季下

降；供应增加而需求低迷，短线原油承压调整，成本端压制作用显著。自身基本面而言，国内沥青供应维持小幅增加态势，而需

求旺季特征尚未体现，库存压力难以释放，基本面亦缺乏支撑。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供应宽松预期打压下，本周国际原油承压调整。WTI 原油主力一度考验 40 美元/桶关口支撑，截止 9 月 4 日 15:00，WTI 原油

主力合约报价 40.92 美元/桶，较 8 月 28 日收盘下跌 4.68%；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3.64 美元/桶，较 8 月 28 日收盘下跌 5.01%。

国内原油期货跟随外盘下跌，主力合约 SC2010以 3.13%的周跌幅报收于 284.4 元/桶。 

本周沥青下跌，跟随原油步伐，主力合约 BU2012 周四周五持续下跌，最低下探至 2566 元/吨，全周以 3.44%的跌幅报收于 2586

元/吨。 

2. 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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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整体未改区间窄幅震荡走势，短线关注区间下沿 40 关口争夺。从沥青 2012 日 K 线图来看，

期价触及技术调整目标位 2570 附近，若支撑有效，短线或陷入新一轮震荡走势，否则将进一步下探 2400 寻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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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中长期仍有上行动能。 

短期展望： 

伊拉克表示如果 9 月底之前不能完成补偿性减产，将要求把补偿期延长至 11 月底，俄罗斯及阿联酋方面有增产动作，市场对

供应端松动的担忧升温；以此同时，疫情及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导致原油需求复苏滞后，且市场预期美国炼厂原油需求将在秋季下

降；供应增加而需求低迷，短线原油承压调整，关注 40 关口争夺。自身基本面而言，国内沥青供应维持小幅增加态势，而需求旺

季特征尚未体现，库存压力难以释放。成本端压制叠加基本面疲软，短线沥青陷入弱势震荡走势。 

2.操作建议 

关注 2570 争夺，若支撑有效，空单考虑止盈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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