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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持续收紧，油价预期向好 

-----2020 年原油市场展望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要点提示： 

供给：1，OPEC+深化减产至明年3月份。 

2, 美国页岩油增产步伐放缓。 

 

需求：1，宏观经济形势向好，市场预期偏多。 

2，新建炼厂的产能扩张拉动原油需求。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2020年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中美贸易谈判不宜过分看空，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政策有

助于推动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回暖，国际宏观环境预期乐观。 

从供给面来看，OPEC+减产协议实施起来虽有折扣，但总体收紧趋势不变；美页岩油

增产受制于技术瓶颈与油气商资本开支的收紧有所放缓。国际油市供给趋于减少。值得注

意的是，地缘因素会随着发生频率的增加而被市场所适应，冲突所引发的油价反弹空间会

逐渐压缩。 

虽然中美成品油需求趋于饱和，但在央行降息等政策的刺激下，制造业回暖预期不减，

将会提升原油库存消化的速度。一季度国内几大民营大炼化装置的负荷提升将带来较大的

原油需求。 

综上所述，2020年国际油价预期向好，预计Brent油价运行区间在60-75美元/桶，INE

原油运行区间在450-550元/桶。需求弹性不大，建议投资者把握供给收缩带来的趋势上涨

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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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019年年初至 4月底，中美对话协商带来国际宏观环境转暖，美国制裁委内

瑞拉、伊朗的原油出口叠加 OPEC+减产等因素，造成油市供给偏紧，国际油价持续

上涨。 

5月随着中美谈判破裂以及美墨、美欧贸易冲突加剧，国际经济宏观环境恶化，

原油需求预期走弱，国际油价重挫。 

8月市场预期贸易纠纷可能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金融领域蔓延，以及发达经济

体主要经济指标下滑造成投资者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慌，避险情绪抬升，国际油

价再遭重创。 

9-10月在国内外降息等刺激政策的帮助下，全球经济下滑趋势得以缓解，加

上中东地缘事件频发，引发市场对原油供给的担忧，国际油价小幅攀升。 

11月至今，在美国加码制裁伊朗的影响下，国际油市供给减少加上主要经济

指标回升带来需求预期的改善，国际油价持续反弹。 

图1：国际油价走势    

 



原油期货年度策略报告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供给面 

2.1 OPEC+深化减产 

展望2020年原油市场供给，不得不提OPEC+组织的产量情况。12月5日，第7届

OPEC+部长级会议决定深化原油减产协议，额外减产50万桶/日。沙特和俄罗斯带头

承担减产责任。纵观2019年OPEC+的减产情况，除了沙特、科威特、安哥拉坚持执

行减产协议外，其他国家均或多或少出现“偷产”的情况。 

主要影响减产的变数在于俄罗斯，俄罗斯国内能源商Rosneft,Transneft普遍

反对减产，2019年全年也只有三个月认真遵守减产协议，此次主动带头减产的虚实

难以判断。但总体来说深化减产提振了市场信心，预计在2020年3月OPEC+再次召开

会议之前，原油供给将趋于减少。 

表1：OPEC+减产执行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2 中东炼油能力的扩张 

近年来新增炼油能力绝大部分位于亚太和中东。据统计，2020年中东新增炼油

能力占全球新增产能的23%。以中东建成的最大炼油厂科威特阿祖尔炼厂为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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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能力3150万吨，将原油转化为汽油、柴油、煤油等成品油对外出口，油品质量

达到欧V标准，直接导致对新加坡燃料油出口减少约22万桶/日，科威特原油出口量

下滑明显。中东炼油业的迅速扩张不仅改变亚洲油品贸易流向，威胁亚洲的出口型

炼厂，同时也将减少中东原油出口的预期。 

图2：2020年全球炼厂新增产能占比（分地区）           图3：中东地区新增炼厂统计  

   
数据来源：Platts；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3 安全生产与地区局势紧张 

持续低迷的油价以及美国对部分 OPEC 国家的制裁使得中东国家财政捉襟见肘。

日前伊朗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抗议国内经济严重恶化，导致了国民生活无法

得到保障。委内瑞拉、伊拉克也爆发了示威游行，抗议腐败和失业，这些因素均是

威胁原油安全生产的潜在因素。IMF在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披露中东产油国的财政

盈亏平衡油价普遍在 70美元/桶以上，除了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财政状况较

好外，其它国家的财政赤字持续升高，而进一步缩减财政开支也只会加重人民的不

满情绪。制造地区紧张对峙局势，转移国内矛盾是一个不错的缓解方法。2019年 10

月初的沙特油田遇袭事件也表明，OPEC产油国缺少对油田以及炼油设施的安全保

护，未来袭击造成的损失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原油供给的安全隐患难以消除。 

图4：2018-2019年OPEC主要产油国财政盈亏平衡油价（美元/桶）图5：OPEC主要产油国财政净盈亏占GDP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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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MF；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2.4 美国页岩油的增产步伐放缓  

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预期从两个角度去看，一是开采技术进步带动的单位钻井

产量的提升；二是主产区的钻井活动。2019年页岩油产量平均增速为 120万桶/日，

主要原因是受 permain盆地至美湾港口的输油管道大量投产的刺激，运费大幅降低

所致。随着 2020年四季度朱庇特管道（100万桶/日运力）投入使用，生产活动受

制于运输方面的瓶颈基本消除，但随之而来的技术瓶颈成为制约未来美油产量增长

的关键因素。 

一直以来，钻井商采用多裂缝压裂技术设计增大裂缝与储油岩层的接触面积，

提高单井产能。为了布置更多更长的压裂段数，开采商必须使用支撑剂提高完井的

强度。但在 2018年之后，七大主产区除了 Midland盆地的完井强度和单位钻井出

油量大量增长之外，其他产区的完井强度增长出现停滞。支撑剂使用强度的增长并

不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反而流失到没有伴生烃的岩层中。由此可见大部分产区

的单位钻井生产效率的提升已达到技术瓶颈，难以继续增长。 

2018年以来主产区的钻井活动出现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低迷的油价让投资

人看不到页岩油开采的广阔前景。据统计，2020-2022年页岩油独立生产商的到期

债务规模会不断扩大，必然会造成资本开支的大幅减少。 

在美股三季报电话会议上，先锋资源 CEO以及 EOG创始人均表达了 2020年页

岩油产量增长的悲观情绪，主要原因就是来自投资者要求资本回报的压力，独立生

产商大部分都在削减资本开支从而保证自己的现金流。虽然国际石油巨头像埃克森

美孚以及雪佛龙近年来大量兼并页岩油生产企业，加大二叠盆地的资源开发力度，

但是从体量上看仍然无法扭转页岩油整体资本开支低迷的情况，因此我们预计

2020年的页岩油产量增速出现下滑。 

2.5 非OPEC非美国家增产 

EIA预测美国墨西哥湾海上油田、巴西深海岩层下油田、圭亚那海上油田、挪

威北海油田的新产能投放会部分抵消 OPEC+减产的影响，估计 2020年将带来 150

万桶/日的供给增量。 

图6：美国墨西哥湾海上油田                            图7：巴西2019年原油产量增长（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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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三、需求面 

3.1 宏观经济形势向好  

全球经济缓慢抬升，中美贸易纠纷趋于缓和不仅有助于提振原油等风险资产的

投资热情，更有助于增加原油的需求预期。 

在全球各经济体持续的降息宽松和逆周期调节下，全球制造业 PMI 企稳回升。

具体来看：1、中国 11月制造业 PMI为 50.2，重回荣枯线以上，是经济企稳积极

信号；2、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2.2，创近期新高。

加上三季度 GDP增速以及新屋销售数据均好于预期。美联储发布褐皮书也显示美国

经济处于缓慢扩张中，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短期暂缓降息的预期；3、欧元区经

济持续疲软，但 11月制造业 PMI环比有所改善。 

中美贸易摩擦在经历了年中的谈判僵局后，逐渐趋于缓和。双方恢复对话协商，

并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为后续谈判打下良好的基础。综上所述，2020年全球宏观

经济总体向好，实际原油需求将好于预期。 

图8：全球主要经济体PMI走势                          图9：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油价的影响  

   
数据来源：WIND；金联创；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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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市场预期普遍偏多  

OPEC在最新月报中维持 2020年原油需求增长预期为 108万桶/日；IEA虽然下

调了 2020年原油需求增长预期至 122万桶/日，但下调幅度较前月有所收敛。EIA

则上调 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至 143万桶/日。 

投资机构 JP摩根认为 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会增加 1百万桶/日。中期来看，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初步进展有助于稳定制造业活动，全球财政政策刺激原油需求增

加。长期来看，美国东部地区人口增长以及人均消费增长表明原油需求增长的潜力

依旧很大。 

表2：JP摩根预测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百万桶/日）      表3：高盛预测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预期（百万桶/日）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高盛也认为 2020年全球经济存在复苏的可能，但是这种复苏是由强劲的消费

支出推动的，而制造业仍面临挑战。美国 11月就业数据强劲加上中国非常强劲的

购买力和创纪录的全球炼油量会加剧原油供应紧平衡的局面。而炼油的高峰期会在

明年一季度到来。 

3.3 国内原油加工量稳步提高，成品油消费趋于饱和 

2019年我国原油加工量与进口量屡创新高，恒力石化与浙石化两大民营大炼

化工厂投产起主要推动作用。预计 2020年一季度随着浙石化二期主体工程建成，

我国原油加工量与进口量会再创新高。从成品油消费来看，整体趋于饱和，月内增

幅并不明显，侧面反映出炼油能力过剩严重。虽然市场盛传大炼化企业主攻化工路

线，汽柴油的收率不高，对成品油市场的冲击作用有限。但据我们的统计，恒力石

化成品油收率 47.3%，浙石化一期收率的 41.8%均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30%，加上大

炼化项目初期投产并不关注成品油裂解价差的问题，盲目的提升负荷只会加重成品

油市场过剩情况。 

图10：2019年国内原油加工量：当月值（吨）             图11：2019年1-10月国内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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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成品油的分类来看，汽油需求今年以来相当不景气。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分析，自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11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已连续 17个月同比下降。

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指出，目前并未看到车市回暖的信号，最乐观的判断

是于 2020年底探底。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咨询中心制造业处副处长李强也表

示，由于购买新车的人群中有 70%左右的人和民营企业相关，汽车市场下滑受到了

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房价上涨、中美贸易争端、全球经济放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平台期可能还将持续 2-3年。汽车销量下滑抑制明年国内汽油消费预期。 

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增长缓慢，债务缺口放大也侧面反映出车用汽油消费增长

达到瓶颈。 

柴油方面，2020年柴油消费即将达到饱和。虽然重卡销量持续攀升，但很大

程度上归功于天然气重卡的抢装行情，并不代表柴油的消费增长。因为柴油需求与

第二产业关联度较大，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柴油消费更多需要依

赖传统基建与制造业投资的支持。 

2019年三季度，在一系列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

期的政策作用下，基建、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有所回升，特别是使用柴油较多的采

掘业工业增加值提升明显，进而增加柴油的消费预期。 

图12：2018-2019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当月同比（%）       图13：我国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与还本付息支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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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IMO2020限硫令的实施将增强市场对于柴油馏分的调和及使用需求以替代高

硫燃料油的使用，预计柴油表观消费量增加 400-800万吨/年。 

图14：2019年基建与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             图15：采矿业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4 美国原油需求企稳向好 

美国炼厂开工率与用于精炼的原有投入量不及往年，2019年处理原油 1661万

桶/日，低于 2018年同期的 1691万桶/日，除了受到 6月 21日爆炸和大火引发的

费城炼油厂关闭的影响外，主要原因在于成品油消费低迷，炼厂利润下滑明显。根

据 EIA的数据，自 2008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原油加工量首次出现年度下降，其中

PADD1区今年的加工量下降了 13.8万桶/日（13％），PADD3区的加工量也下降了

14.7万桶/日（1.6％），与 2018年相比，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加工量下降了 1.8％。 

从柴油消费来看，EIA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柴油消耗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

柴油消耗量的下降是制造业产量持续萎缩和货运量暴跌的重要警告信号。在图 8中

我们看到美国 PMI呈现企稳迹象，失业率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稳健，随着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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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济的缓慢扩张，柴油消费在 2020年将会得以提振。我们认为美炼厂开工率下

滑只是短期表象，利润的下滑也会随着需求的提振得以扭转。 

图16：美国炼厂开工率（%）                              图17：用于精炼的净原油投入量       千桶/日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从库存角度分析，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原油库存均出现累库现象。OPEC最新

月报显示，2019年 10月 OECD商业石油库存环比虽然小幅下滑至 29.33亿桶，但

是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8250万桶。EIA库存在季节性消费高峰期也去库不利，进一

步验证了需求端的疲弱。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制造业与消费的提振，第三季度美

油库存下降趋势明显。因此我们预计在降息政策的持续刺激下 EIA库存下降的趋势

将会延续。                                                                                                                                                                                                                                                                                                                                                                                                                                                                                                                                                                                                                                                                                                                                                                                                                                                                                                                                                                                                                                                                                                                                                                                                                                                                                                                                                                                                                                                                                                                                                                                                                                                                                                                                                                                                                                                                                                                                                                                                                                                                                                                                                                                                                                                                                                                                                                                                                                                                                                                                                                                                                                                                  

表4：OECD 商业石油库存 (百万桶)                         图18： EIA原油库存（桶/日） 

 
数据来源：OPEC月报；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2020年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中美贸易谈判不宜过分看空，全球央行的持续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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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有助于推动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回暖，国际宏观环境预期乐观。 

从供给面来看，OPEC+减产协议实施起来虽有折扣，但总体收紧趋势不变；美

页岩油增产受制于技术瓶颈与油气商资本开支的收紧有所放缓。国际油市供给趋于

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地缘因素会随着发生频率的增加而被市场所适应，冲突所引

发的油价反弹空间会逐渐压缩。 

虽然中美成品油需求趋于饱和，但在央行降息等政策的刺激下，制造业回暖预

期不减，将会提升原油库存消化的速度。一季度国内几大民营大炼化装置的负荷提

升将带来较大的原油需求。 

综上所述，2020年国际油价预期向好，预计Brent油价运行区间在60-75美元/

桶，INE原油运行区间在450-550元/桶。需求弹性不大，建议投资者把握供给收缩

带来的趋势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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