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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拉锯行情波动 关注原油供需矛盾 

-----2019 年 8 月能源市场展望 

2019 年 7 月 24 日 

要点提示： 

1、7月原油价格反V走势，单月价格波动较大，体现出目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多空

分歧在加大。 

2、美联储鸽派言论以及降息的预期在短期将会支撑油价，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中

东供应端缩紧带来一定利好支撑。 

3、需求的弱势，以及中美贸易磋商的不确定性始终是油价上行的重大阻碍。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中东地缘政治变化 OPEC减产效率执行程度 

7 月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市场多空势力意见不一。利多方面 OPEC减产以及伊朗

产量的下滑将进一步加剧市场供应紧缺的局面，美联储降息预期在短期将会支撑油价，美

国原油库存也进入到去库存的周期。看空的逻辑主要在于需求的弱势，以及中美贸易磋商

的不确定性。目前基金持仓净多头似乎逐渐在 7月中旬的油价底低位处加码，处于临界点

区域的油价面临方向选择。 

INE 与 Brent 价差重回常态贴水区间，可关注 INE-WTI 价差情况，若继续贴水扩大

后可考虑买 INE卖 Brent的价差扩大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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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油走势回顾 

7 月份国际原油价格经历多次暴涨暴跌，单月波动幅度较大，总体呈现反 V

走势。由于多重不确定因素干扰原油市场，无论是上涨突破还是下跌支撑，市场上

对未来的观点仍难以统一。 

7 月初经济放缓忧虑令原油需求前景面临严峻考验，暂时抵消了石油输出国组

织(OPEC)及其盟国延长减产带来的利好影响，以及因美国与多国之间的潜在贸易

冲突威胁加深了全球原油需求疲软的担忧，使得原油多头纷纷溃逃，油价暴跌。随

后伴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加剧以及美国原油去库存周期的到来，油价也经历了 10号

的单日暴涨。但 IEA 再度下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7 月下半旬原油再度连续下跌。 

总体来看，7月份“上蹿下跳”的原油走势体现出目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多空

分歧在加大，在于OPEC减产以及伊朗产量的下滑将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应紧缺

的局面，美联储鸽派言论以及降息的预期在短期将会支撑油价。但同时对于未来的

悲观需求预期以及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依然成为压力笼罩着市场。 

图 1：美原油主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原油基本面分析 

2.1 供应分析  

美原油进入去库存周期  石油钻井连续下降 

第三季度的美国原油最显著特点在于连续降低的原油库存以及石油钻井数量。

产量方面，2019年以来美国国内原油在在 4-5月产量增加 10万桶至 1220 万桶/

日后，基本维持在历史纪录高位。然而 7月中旬受热带风暴巴里（Barry）的影响，

美国墨西哥沿岸原油产量已经急降近 70%，约等于 130万桶的日均产量。与此同

时，当地天然气产量也大降 56%。出于各自的核心利益，美国、沙特与俄罗斯这

三大产油国对产量有着截然不同的期望，其中美国与沙特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美

国原油自 2019 年以来几乎一直占据着世界第一产量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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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美国原油产量对于油价的变动的灵敏程度将会进一步的提高，这是因为美

国原油单位成本正在不断下降，自 5年前近 70 美元/桶的成本已经下降至当前 45

美元附近，这意味着美国原油产量调整空间更大。例如美国七个关键的页岩油生产

区原油产量预计 8月日均 854.6 万桶，比修正过的 7月份原油日产量数量增加 4.9

万桶。 

库存方面，由于进入了夏季用油和公路用油高峰，EIA 原油库存连续下降。7

月 12日，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报告显示，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

减少 311.6 万桶至 4.559亿桶，减少 0.7%；库存变化值连续 5 周录得下滑；上周

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减少 30万桶至 1200万桶/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原油库存

减少 135.1 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356.5万桶，汽油库存变化值连续 4周录得下滑

后本周录得增长，且创 5月 24日当周（8 周）以来新高；精炼油库存增加 568.6

万桶，精炼油库存变化值连续 3 周录得增长。 

图 2：美国原油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EIA 商业库存变化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在钻井数量方面近期美国也是持续减少，截至 7 月 19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

钻井数减少 5座至 779 座，连续三周录得下降且再刷 2018年 2 月来新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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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活跃钻井数 6月减少 7 座，已经连续七个月下降且创 2016年 5 月来最大单

月降幅。因美国油企开始减少新钻井的建造，从而将注意力转向盈利增长而非产量

增长。 

中东局势扑朔迷离 沙特后续减产效率成为市场关键 

7 月的中东局势继续动荡。7月 18日，美国方面表示，一艘美国海军舰艇在

霍尔木兹海峡地区遭到一架伊朗无人机威胁后，摧毁了这架飞机。对此，伊朗外交

部副部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损失无人机，怀疑是美军误打下

了自己的无人机。不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原油运输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该地区出现的任何地缘风险都会对油价起到冲击作用。特别是对于亚洲地区来说，

70%的原油运输都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原油生命线进行的，中东以美伊冲

突为主的局势动荡增加了原油市场的突发性 

最新数据显示 6 月份OPEC 国家的产量继续保持低位，其原油产量为 3009

万桶/日，与五月持平；11 个拥有减产配额的国家依旧超额完成减产目标，但 6

月减产执行率从 5月的 117%降至 104%；沙特阿拉伯 6月原油产量增加 15万桶

/日至 985 万桶/日。其中伊朗产量继续下滑 14.2万桶/天，达到 222.5 万桶/天，

为近 20 年以来的最低值，并且这一数据仍没有止跌的迹象。在伊朗油轮被英国扣

押之后，美国也放出消息称将会加大对伊朗的制裁，也就意味着伊朗之前原油出口

的灰色途径将会被美国关闭，假设伊朗的原油出口无门，导致产量仍有继续下滑的

空间。对此，沙特和俄罗斯等产油国考虑过是否需要增产以填补伊朗的产量缺口。 

图 4： OPEC 成员国原油产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虽然在制裁形势下伊朗出货的减少、但沙特减产效率依然达到 250%的情况

下，未来沙特大概还有 50万桶左右的增量空间。从季节性上来看，沙特的用油高

峰会在每年的 6—8月份出现，较平时的需求增量大约在 25—30 万桶/天左右。

基本可以抵消覆盖沙特 6月的微量涨幅。但后市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沙特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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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减产效率的把控，释放出 50 万桶的空间的话，原油市场很容易进入到供应过

剩的局面。 

2.2 需求分析  

国内原油加工量环比增速扩大 基金持仓多空头处于临界点 

6 月份，加工原油 5370万吨，同比增长 7.7%，增速比上月加快 4.9个百分

点；日均加工 179.0 万吨，比上月增加 11.6万吨。上半年，加工原油 31697万

吨，同比增长 5.8%。 

图5：中国原油加工量                    千桶/日     图6：原油基金净多持仓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7：原油进口依赖度                                                                     单位：份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019 上半年，国内加工原油 31697万吨，同比增长 5.8%。需求端的表现是

决定未来供给紧张还是供给过剩的关键因素。从 1—5月份的表现上来看，除了中

国市场的表观需求同比大幅增长以外，市场的需求表现确实一般。尤其是欧洲及

OECD 亚太地区的需求增量接近负值。从目前的表现上来，中国的柴油市场相对

而言尚可，汽油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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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 预计 2019 和 2020年的原油需求增量均为 114 万桶/天，而OPEC 在

2019 年累计减产 171.5万桶/天，非OPEC 将在 2019 年增产 205 万桶/天，如果

OPEC 仍能够在下半年维持当前较高的减产执行率，那么全年的市场将会处于供应

相对偏紧的格局中。2020年非OPEC 的供给增量将会大幅增加，OPEC 减产的执

行程度至关重要。 

基金持仓方面截至 7 月 16 日当周，WTI原油期货的所有仓位均反弹，多头反

弹的力度明显超越空头，NYMEX 原油净多持仓量增加 89863 手。令WTI的多空

比继续小幅上涨至为 4.48，环比上涨 0.10 或 2.4%。由此可见，WTI 的多空换手

指数已基本降到由跌转升的临界点上。目前市场本身就处于较为敏感的多空分界期

间，7 月初的上涨行情时期基金多头持仓并未同步增长，支撑上涨的逻辑并未受到

大多数基金机构的认可，随后 7 月中旬油价也应声下跌。 

2.3 价差分析  

INE 与 Brent 价差暂无套利区间 

INE原油期货上市至今，INE原油合约与Brent合约相关性逐渐提高。目前最

新一年内SC与Brent相关性为0.712（剔除汇率对于国内油价的干扰因素），半年

内相关性为0.988，过去3个月内相关性为0.962。 

在 18年 INE原油上市前期大部分时间内贴水布油。从 INE原油 18 年 3月

26日上市以来，与 Brent的价差平均值在-6.37 元，二者价差中位数在-7.01元，

而频数最多出现在-19.9元。 

图8：INE与Brent价差分析（INE-Brent）               图9：INE与Brent正态分布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由上图二者价差图可见，3月份中旬开始二者价差开启了反向贴水的进程，特

别是在3月中下旬SC1904合约成为次主力合约之后涨幅较大，3月22日一度对对布

油产生升水21.03元，过大的异常价差产生了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即买Brent卖INE

的等市值套利，等待二者价差缩小至正常区间后获利。 

6月二者价差曾短暂出现INE升水Brent的过程，产生了套利区间。7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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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联储降息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相对美元偏弱，且以人民币计价的INE原油相对于

Brent的抗跌程度较差，二者价差一度达到INE贴水Brent至-20元的区间，目前最

新（INE-Brent）价差为-6元左右，暂无套利机会。 

三、中国原油市场分析  

7 月份中国原油期货主要受到国际原油基本面影响，跟随国际原油价格走出反

V 走势。SC1909 合约在月中下旬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影响以及进货渠道的供应端缩

紧，INE原油低位反弹，回到 430元/桶以上层面。 

以截止发稿时最新的离岸 CNH（6.88）来计算，SC1909 合约换算成美元相

当于 62.16美元/桶。WTI以及 Brent主力合约价格分别为 56.23美元/桶和 63.32

美元/桶。SC1909分别升水WTI5.93 美元/桶，贴水 Brent1.16美元/桶。 

图10：炼油厂-INE裂解价差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下游产业链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低位反弹，炼厂优先生产裂解原油下游产品，

特别是以柴油为主。虽然本月原油波动幅度较大，但下游燃油、柴油等产品出厂价

格却保持稳重偏强，夏季用油需求高峰支撑下游产品价格，目前山东，东北地区不

同厂家原油裂解柴油价格集中报价在 6200-6400元/吨左右，厂家利润较前期有

所提高。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中东地缘政治变化 OPEC减产效率执行程度 

7 月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市场多空势力意见不一。利多方面OPEC 减产以

及伊朗产量的下滑将进一步加剧市场供应紧缺的局面，美联储降息预期在短期将会

支撑油价，美国原油库存也进入到去库存的周期。看空的逻辑主要在于需求的弱势，

以及中美贸易磋商的不确定性。目前基金持仓净多头似乎逐渐在 7 月中旬的油价

底低位处加码，处于临界点区域的油价面临方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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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 与 Brent 价差重回常态贴水区间，可关注 INE-WTI 价差情况，若继续贴

水扩大后可考虑买 INE卖 Brent 的价差扩大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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