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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I美原油和ICE布伦特每日交易量 

数据来源：博弈大师     中融汇信研究 



 OPEC努力增产充其量只能抵消利比亚、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产量不稳定状况，这也

迫使美国方面强化了口头调控稳定油价的立场，特朗普甚至表示会在必要时直接动用美国战

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 

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遭遇动荡局势产量猛降，令国际原油价格飞涨，也迫使美国总统特朗

普向主要产油国发出了增产呼求；抵消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利比亚的政治冲突以及美国

对伊朗的制裁造成的损失，都形成原油供应缺口。 

欧佩克于2018年预计2019年将分别增长包括最新成员国刚果共和国在内的欧佩克15国的产量

增加。 

 

欧佩克（OPEC）产油情况 



 调查显示，欧佩克15名成员，其中包括刚果，共同生产32.6百万桶/日。7月产量增加。欧佩克的原油日产

量增加7万桶至3264万桶，沙特石油产量在七月增长了23万桶/日，达到10.65百万桶/日。创2018年新高。

供应的进一步增加可能抵消部分地区停产的影响，并对油价造成压力。 

 OPEC7月原油产出增加4.1万桶/日，至3237万桶/日；沙特上报数据显示，沙特7月产量为1028.8万桶/日，6

月为1048.9万桶/日。沙特7月原油产出减少5.28万桶/日，至1038.7万桶/日；伊拉克7月原油产出增加2.41万

桶/日，至455.6万桶/日；伊朗7月原油产出减少5.63万桶/日，至373.7万桶/日。 

 投资者对沙特阿拉伯红海航线运输中断以及委内瑞拉、伊朗和利比亚产量下降感到担忧。此外，加拿大

一个产油设施不会像预期那样快地恢复到全部产能，也加剧了对供应的担忧。 

 伊朗、利比亚和委内瑞拉原油产量继续下滑，7月OPEC减产执行率仅下降至110%，距离计划的100%还有一

定距离，这为OPEC进一步增产创造了条件。 

欧佩克（OPEC）产油情况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公布月报OPEC 7月原油产出增加4.1万桶/日；OPEC上调2019

年非OPEC产油国供应增速至213万桶/日，下调2019年对OPEC石油需求至3205万桶/日。

月报公布后，美国原油小幅下挫至67.26美元/桶，日内跌幅扩大至0.53%，布伦特原

油小幅下挫至72.63美元/桶，日内跌幅扩大至0.23%。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月报 



 

欧佩克参考篮和选定的原油 

数据来源：OPEC     中融汇信研究 



7月 6月 5月 产量变化 

OPEC总产量 3232.3 3228.3 3212.9 4 

阿尔及利亚 106.2 104.8 103.5 1.4 

安哥拉 145.6 144.4 151.6 1.2 

刚果 31.3 33.1 31.8 -1.8 

厄瓜多尔 52.5 52.1 52 0.4 

赤道几内亚 12.6 12.6 12.9 0 

加蓬 18.8 19.1 18.7 -0.3 

伊朗 373.7 379.3 382.2 -5.6 

伊拉克 455.6 453.2 446.1 2.4 

科威特 279.1 271.3 270.3 7.8 

利比亚 66.4 72.1 96.2 -5.7 

尼日利亚 166.7 159.7 160.8 7 

卡塔尔 61.6 61.2 60.2 0.4 

沙特 1038.7 1044 1001.7 -5.3 

OPEC各成员国7月产量一览 



沙特7月份的实际与计划产量 

数据来源：OPEC     中融汇信研究 

当美国提出增产时，沙特是第一个响应号召，但现在看沙特是嘴上答应但并没有增产而且减产了，这说明保持谨慎，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增
产之后沙特7月份的产量会降低。1997年11月，在雅加达的一次会议上，沙特忽略了新兴市场正在酝酿的危机，说服其它产油国增加原油产量。
欧佩克当时忽略了新兴市场的情况。到了1998年年中，一场全面的新兴市场危机蔓延到了俄罗斯和巴西，导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受挫。基准油
价跌破每桶10美元，为1973-74年石油禁运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油市也因此遭受重大打击。二十多年来，欧佩克一直在避免重蹈覆辙。对于沙
特来说，这也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教训。如今，相似的一幕又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欧佩克再次开始增产，而新兴市场危机也一触即发。 



 

     委内瑞拉原油产出 

委内瑞拉在使用的钻机数量已不足30台。目前PDVSA已通知其国际客户，称其无法履行原油供应承诺。EIA
还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到2019年底，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将暴跌至70万桶/日，该产量连美国墨西哥
湾沿岸炼油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预测，委内瑞拉的通过通胀率到年底可能
会飙升至1000000%。 



科威特原油日产量因而在7月相比6月增加了9万桶，该国将与邻居沙特共同开采两

国边境中立地带的原油储量，预计此举还可以带来50万/桶日的额外产量。 

      OPEC-科威特 



 2018年非欧佩克的石油供应（现在不包括刚果共和国）比上一次有所上调这意味着同比增加了200万

桶/日。预计2019年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供应量将增加210万桶/日，至平均每天61.64百万桶。主要增长

预计将是美国，其次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英国预计墨西哥，中国和挪威将出

现主要下滑。 

当前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俄罗斯在过去两个月间大幅增产，日产量在7月达到1121.5万桶，比6月增

加了14.8万桶，这仅比2016年10月创下的苏联解体后最高产量低了约4万桶。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注入约40亿美元资金，旨在帮助这家国有公司恢复石油产出。墨西哥湾沿岸炼

油厂处理了创纪录的原油，达到每天946.9万桶。全国总量达到了1798.1万桶， 

据俄罗斯官方数据，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其7月产量增至1121.5万桶/日，环比增加14.8万桶/

日，只比2016年10月创下的有史以来最高记录少约4万桶/日。6月达成的增产协议允许俄罗斯增产20

万桶左右，但政府数据显示7月底该国已增产26.8万桶。 

非欧佩克（OPEC）产油情况 



OPEC和非OPEC2016年-2018年产量 

数据来源：OPEC     中融汇信研究 



加拿大原油产量在2018年将增加23万桶/日，2019年还将继续增长26.5万桶/日， 

 

非欧佩克（OPEC）产油国—加拿大 

数据来源：OPEC     中融汇信研究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月报 

美国能源情报署月报显示，将其2019年美国原油产量预测下调至每
日1170万桶，而7月份则为每天1180万桶。它现在预计2018年的产量
为每天1070万桶，比上个月的1079万桶略有下降。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中融汇信研究   



贝克休斯 BHGE， 周五报0.23％，报告显示本周钻探石油的美国钻井平台数量增加10至869，

此前该报告显示前期下降了2。根据贝克休斯的说法，包括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在内的美

国钻井平台总数从1,044增加了13到1,048。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钻进数 

数据来源：美国油服贝克休斯(Baker Hughes)     中融汇信研究 



 2018年，石油需求预计将增长165万桶/日，与上个月的评估相比没有变化，预计世界总消费量为98.85 mb / d。在2019

年，初步预测表明全球，增加约145万桶/日，全球年平均消费量预计将超过100亿桶/日， 2019年增长，初步预测显示

增加约1.18百万桶/日，其中大部分归因于此到中国和印度。此外，预计拉丁美洲和印度的石油需求增长将稳步增长中

东地区。 

 印度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带来能源需求的急速增加，印度本土资源匮乏，高达82%的能源需求来自进口，令该国跻身

全球前五大石油进口国之列。经济面对能源价格波动会十分脆弱。尤其是强制全球禁运伊朗原油的命令，会让印度失

去一处廉价的就近石油进口来源，这会令其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蒙阴。 

 中国石油制品净进口(变化)：5月为减少40万桶/日，6月为减少69万桶/日。印度石油制品净进口(变化)：5月为增加27.3

万桶/日，6月为减少14.7万桶/日。美国石油制品净进口(变化)：6月为减少24.1万桶/日，7月为增加15万桶/日。 

 预计到2019年欧佩克15原油需求量将达到3220万桶/日，相比之下下降；从2018年开始约为800万桶/日。因此，如果世

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将导致更高，在原油需求增长的同时，欧佩克将继续拥有充足的供应来支撑石油市场的稳定。 

全球主要石油消费大国需求 



中国方面，7月中旬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中国原油进口量在6月份连

续第二个月录得下降，并创下自2017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海关总署8月8日最新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进口天然气737.8万吨，同比增加162.8万

吨，增长28.3%；环比增加7.6万吨，增长1.0%。2018年1-7月份，全国共进口天然气

4942.7万吨，同比增长34.3%，累计进口金额195亿美元，同比增长63.1%，进口均价

为395.1美元/吨，上涨2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原油需求的下滑也显示了亚洲市场原油需求的

回落。 

      原油需求-中国 



中国原油 产量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融汇信研究 



在美国对伊朗施加制裁之前，印度的炼油厂不断扩大对于伊朗的原油购买，这一度推升伊

朗原油占印度原油进口的30%，并在7月份达到了创记录的76.8万桶/日。印度7月从伊朗进口

的原油较之2017年的41.5万桶上涨了85%。 

伊朗同时还开始提供印度货物保险，但是面对美国的制裁，一些印度的保险公司拒绝将伊

朗的原油进口纳入承保的范围。印度或转向美国寻求原油进口。 

韩国，日本和印度都停止了和伊朗的合作，各国转向美国进口原油，运输成本上升。 

 

原油需求——印度 



 OPEC对全球经济预测： 

 2018年全球GDP增长预测仍为3.8％，其次是2019年的预期增长3.6％。 

 预计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从目前的势头中进一步受益。它被修改了 

 0.1％达到2.8％，之后预计2019年增长2.4％。日本的增长率仍为1.2％ 

 2018年和2019年的预测水平相同。欧元区2018年的增长预测仍为2.2％， 

 预计2019年将减速至2.0％。印度和中国的2018年预测均保持不变 

 分别为7.3％和6.5％。预计2019年中国将放缓至6.2％，而印度预计将增长 

 略微增加至7.4％。巴西的增长率下调了0.2％，在2018年达到1.7％，但温和 

 预计2019年将反弹至2.1％。俄罗斯的GDP增长预测在2018年保持不变，为1.8％， 

 预计2019年将实现同样的增长。 

      全球经济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在7月份发出警告，一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顶峰。该组织预计

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于今年持平，保持在3.9%。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从6.6%放缓至6.4%。

此外，国际能源署（IEA）也发出了警告。今年晚些时候和2019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将会放缓。自

IMF和IEA发出警告以来，新兴市场货币、股票和债券已经疲软，增加了全球原油需求走软的风险。 

目前全球油市的前景不确定。欧佩克可能两难的境地，如果害怕20年前的危机重演而暂停增产，等

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生效后，就没有多余的产能来填补伊朗原油供应缺口。但若继续加大增产力度，

在贸易局势不明朗和新兴市场动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全球需求的疲软可能会导致原油价格再次崩

盘。最主要目前因伊朗和沙特的价格战，这有可能破坏欧佩克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和威信，中东

地区产油国将再次变为无法心齐的散沙。 

      全球经济预测 



油价在8月份因美国和土耳其、中国等的贸易摩擦引发经济的疲软，拖累了油价，

加上沙特和伊朗为了争夺石油市场份额而大打价格战，但美国却坐收了渔翁之利，

委内瑞拉、伊朗的主要客户都改签了卖家美国。美国大力增加原油钻进数，大力扩

大原油产能并出口，推高了美国GDP从第一季度的2.1飙升到目前8月份公布的4.2%，

都是石油出口做了主要的贡献。油价在复杂的利空和利多消息刺激下艰难的逆势反

弹。最终报收出带上下影线的阳线图。 

9月国际油价预计震荡上扬，美原油预计在65.50—73.60；布伦特油预计在74.40—

83.55区间。 

 

 

      原油九月后市预测  



 

    九月美原油价格走势预测 



 

   九月布伦特油价格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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