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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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6日 

15:00 

10月 23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12 收盘价 271.4 265.3 -6.1 -2.25% 

布伦特原油 11 合约收盘价 42.66 42.19 -0.47 -1.10% 

WTI原油 10 合约收盘价 40.76 40.33 -0.43 -1.05% 

BU2012 收盘价 2432 2428 -4 -0.16%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275 2310 +35 +1.54%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400 2450 +50 +2.08%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俄罗斯成不排除延长减产可能性 

俄罗斯总统普金周四表示，该国不排除继续实施现有的全球石油产量限制，而不像此前

设想的那样放松限制。普京表示，他已经和从沙特到美国的“伙伴”取得了联系。分析师表

示，沙特与俄罗斯官员再度通气商讨产能控制问题，并对重新萌生的供过于求状况忧心忡忡，

市场预期 OPEC+短期内不会考虑增产。 

（2）欧美新增感染病例不断上升，需求担忧挥之不去 

欧洲和美国新增新冠感染病例不断上升，需求担忧挥之不去。美国好几个周周四通报新

冠病例单日新增人数创下记录，其中包括许多中西部的州，进一步表明随着全国许多地区天

气转凉，疫情有再度升温之势。法国周四扩大宵禁令至约涵盖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比利时外

长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已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3）挪威一家工会与油服公司达成薪资协议，另一家谈判破裂 

工会官员周四表示，挪威两家工会之一已与该国油气行业的分包商达成新的薪资协议，

但另一家工会中断谈判。其中达成协议的是规模较大的挪威工会联合会，规模较小的 Safe工

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走强制性调停流程。挪威是西欧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日均产量月 400万

桶/日，其中半数为天然气，另一半为原油及其他液化产品。 

（4）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小降，但汽油库存上升 

上周美国原油和馏分油库存下降，但汽油库存上升，这是燃料需求表现疲弱的又一迹象。

EIA 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 16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100 万桶，与市场预期一致；上周美

国原油产量下降 60 万桶/日至 990 万桶/日，部分原因是飓风导致海上石油生产设施部分时间

关闭。当周炼厂原油加工量减少 55.1 万桶/日，产能利用率下滑 2.2 个百分点至 72.9%。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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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增加 190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180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减少 380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减少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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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沥青进口总量为 43.4 万吨，同比增加 14.12% 

海关数据显示，8 月份沥青进口总量为 43.4 万吨，环比增长 14.24%，同比增长 14.21%；1-8 月份沥青进口总量为 332.27 万

吨，同比增长 16.06%。根据船期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30 日，沥青到港量大约在 27.93 万吨，环比增加约 1.7 万吨，据此预测 9 月

份整体进口量也可能较 8 月份出现微增，9 月份实际进口量可能在 45-50 万吨。 

（6）供应维持高位，需求缺乏亮点，库存压力难以释放 

本周西北、山东及华南部分炼厂降负，开工率小幅下滑；不过需求依旧平淡，厂家库存及社会库存明显高于往年水平。隆众

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10月 21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55.3%，较前一周三回落 0.8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70.76

万吨，环比回升 0.5%，同比增加 15.1%；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75.49 万吨，环比曾华 1.75%，同比增加 61.41%。展望后市，

下周国内沥青市场暂无明显大的供应变化，产量仍将维持高位；需求端来看，东北、西北地区逐渐进入赶工收尾时间，需求逐渐

减弱，华北地区赶工需求尚可，南方地区市场刚需备货为主，整体去库动能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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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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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于 OPEC+可能放缓增产进程、俄罗斯称必要时进一步减产和美国可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支撑，原油下行空间有限；但欧美

疫情病例上升，需求担忧挥之不去，制约油价反弹动能。多空博弈下，原油整体难改震荡走势，成本端驱动力不足。自身基本面

而言，沥青市场供应维持高位，需求缺乏亮点，库存压力难以有效释放，基本面提振有限。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国际原油价格重心小幅下移。WTI 原油主力周一周二窄幅震荡，周三大跌逾 3%，周四勉强站稳 40 美元/桶关口，截止 10

月 23日 15:00，WTI 原油主力合约报价 40.33 美元/桶，较 10 月 16 日 15:00 下跌 1.05%；布伦特原油主力报价 42.19 美元/桶，较

10 月 16 日 15:00 下跌 1.10%。国内原油走势弱于外盘，主力合约 SC2012 报收五连阴，周五以 2.25%的周跌幅报收于 265.3 元/桶。 

缺乏新驱动，本周沥青陷入震荡走势，截止周五，主力合约 BU2012 报收于 2428 元/吨，较 10 月 16 日收盘下跌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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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陷入新一轮的震荡走势，波动区间 39-43 美元/桶。从沥青 2012日 K 线图来看，期价站稳

2400 元/吨关口，短线陷入新一轮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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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重心下移，基本面缺乏亮点，沥青中长期上行空间受限。 

短期展望： 

受益于 OPEC+可能放缓增产进程、俄罗斯称必要时进一步减产和美国可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支撑，原油下行空间有限；但欧美

疫情病例上升，需求担忧挥之不去，制约油价反弹动能。多空博弈下，原油整体难改震荡走势，成本端驱动力不足。自身基本面

而言，沥青市场供应维持高位，需求缺乏亮点，库存压力难以有效释放，基本面提振有限，短线震荡思路对待。 

2.操作建议 

依托 2400 谨慎短多，关注量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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