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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市场要闻回顾： 

    

基本面利好油价的消息： 

因沙特与就一名批评政府的沙特记者杀害一事件，全球各国对沙特很是

愤慨，美国称将对沙特实施严厉的惩罚。沙特威胁称，将利用其经济影响力

对任何惩罚性措施进行报复。这威胁有可能导致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

转变。由于担心与美国的关系可能恶化，沙特股市一度下跌 7%，为 2014 年

以来最大跌幅。该事件提振油价。 

船舶追踪数据称，载有约 2200万桶伊朗原油的油轮正在前往中国大连

港口的路上，这是在日本以及韩国终止进口伊朗原油后创下石油进口数量最

大的亚洲石油进口国。国际能源机构在 10月份的石油市场报告中表示，印

度从伊朗的采购量从 8月份的 39万桶增加到 9月份的 60万桶/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中国的原油产量同比下降 2.4%至 1518

万吨，而 8月份中国原油产量的增幅实际上已经下降至 0.2%。中国 9月原

油进口增长 0.5%，较之 8月下降 0.13%。中国 9月的成品油产量达到了创记

录的 1254万桶/日，数据显示，国有炼油厂和独立炼油厂分别占中国成品油

产量的 75%和 25%，1至 9月中国全国成品油产量同比增长 8.1%至 1215万桶

/日。中国原油需求增加利好油价。 

 

基本面利空油价的消息： 

沙特阿拉伯延布南终端（YST）的试运行标志着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每日

原油出口能力将增加 300万桶。位于沙特阿拉伯西海岸延布市南面的延布南

终端由一个油罐区和用于接收、储存和装载阿拉伯轻质原油（AL）和阿拉伯

超轻质原油（ASL）的海上设施组成。第一艘超大型油轮（VLCC）停靠在延

布南终端开始装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 

阿联酋已经开始将产量提高至 300万桶/天。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二

手资料，阿联酋 9 月份的石油产量平均为每日 300万桶，比 8月增加 300

万桶。阿联酋提高产量抵消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的供应损失，主要出口印度与

韩国 

沙特能源部长表态称将不会向西方实施石油禁运，并表示沙特有能力在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达到 1200万桶/日的原油产量。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已

承诺保持市场供应，此外近期全球经济有所弱化的状况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市场的需求预期，进而承压油价。市场一直担心在油市因美国制裁伊朗而收

紧之际，沙特可能会减少原油供应，原油出口国沙特已承诺保持市场供应，

打压油价急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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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原油期货数据： 

 

表 1：原油期货当周报价                                                                                       

 品种  单位 最新价 本周涨跌 较上周幅度 

原油 

期货 

NYMEX原油  美元/桶 67.62 -1.92 -2.76% 

布伦特原油  美元/桶 77.82 -2.2 -2.75% 

 

成品油 

期货 

NYMEX天然气 美分/加仑 3.311 -0.055 -1.63% 

NYMEX RBOB汽油 美分/加仑 1.8119 -0.1001 -5.24% 

美燃油 美分/加仑 2.3089 -0.0021 -0.09% 

 

表 2：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当周报价                                                                   

商品名称 主力合约 开盘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周幅度 周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持仓量变化 报价单位 

原油   1809 555.7 561.9 531.1 538.3 -2.45% -13.5 1798454 39970 6852 元/桶 

 

三、原油库存、钻井图   

 

图 1：美国 API原油库存变动（美元/桶）              图 2：美国 API汽油库存变动（美元/桶）                                               

  

数据来源：美国石油协会(API)、中融汇信研究                                      数据来源：美国石油协会(API)、中融汇信研究 

   美国石油学会(API)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截至 10月 19 日当周 API原油库存大幅增加 988 万桶至 4.184亿桶，

预期增加 355万桶；库欣原油库存增加 97.1万桶；汽油库存减少 285万桶；精炼油库存减少 235万桶；美国上周

原油进口增加 94.4万桶/日至 800 万桶/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录得大幅增加，汽油库存降幅超预期，精炼油库存

降幅接近预期。 

                                    

图 3：美国 EIA原油库存变动（美元/桶）：                 图 4：美国 EIA汽油库存变动（美元/桶）：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中融汇信研究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中融汇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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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截至10月19日当周EIA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634.6万

桶至4.228亿桶，预期增加352.3万桶，前值增加649万桶；汽油库存减少482.6万桶，前值减少201.60万桶，预期减

少142.5万桶；精炼油库存减少228.2万桶，前值减少82.70万桶，预期减少168.2万桶；库欣地区原油库存增加137.1

万桶，前值增加177.60万桶；数据公布后，油价短线突破67美元/桶。 

 

图 5: 美国油服贝克休斯钻井总数                              图 6: 美国油服贝克休斯石油钻井总数                                                                 

                                                                                                    

   数据来源：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中融汇信研究                                     数据来源：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中融汇信研究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公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日当周，美国石油钻井总数为1068座，前值为1067座。公布值和

比前值多1口。贝克休斯美国石油钻井数据小幅上涨，对石油的供应也继续增加，该数据利空石油价格。 

 

四、原油套利机会： 

 

图7、布伦特1812合约和上海原油SC1812合约套利日线图  图8、美原油1812合约和上海原油SC1812合约套利日线图 

    
数据来源：Wind/中融汇信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融汇信研究 

 

2018.6月15日-2018.10月26日美原油和布伦特油与上海原油同合约的套利图。从图中看基差刚已经扩大意味现在

是布局的最好时间，等开口缩小黏在一起时，获利离场。 

 

图9、上海沥青1812合约和原油SC1812合约套利日线图    图10、PTA1812合约和上海原油SC1812合约套利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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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融汇信研究                                                       数据来源：Wind/中融汇信研究 

上海沥青 1812合约和原油 SC1812合约从图中看现在开口刚张口应该是套利布局的时候等开口扩大获利了结，但

PTA1812 合约和上海原油 SC1812合约目前套利也可以进入，等开口扩大以后再离场。 

 

五、全球主要原油期货价差： 

图11、图12、美原油1812合约和上海SC1812合约价差图（2018.10.14-2018.10.26）                                                         

     

数据来源：Wind/中融汇信研究                                                      数据来源：Wind/ 中融汇信研究 

 

美原油1812合约和上海SC1812合约价差图（2018.10.14-2018.10.26）从图中看价差扩大，最高-465，最低-502，

距均值标准偏差8.7254，  

 

六、欧佩克（OPEC）一篮子石油报价周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中融汇信研究    

 

七、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美原油持仓数据：  

 

商业类与投机类未平仓合约仓位 其他未细分类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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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类 商业类 总计 

多头 空头 套利 多头 空头 多头 空头 多头 空头 

614423 121194 774790 725465 1262652 2114678 2158636 104209 60251 

未平仓合约变化 

-18694 16128 -6653 30357 -1112 5010 8363 -3294 -6647 

未平仓合约总数 2218887 未平仓合约总数较上周变化 1716 

投机性净头寸变化 

最新 上一期 变化 

净多头：493229 净多头：528051 -34822 

 

八、原油期货市场走势预测： 

 

10月第四周上海能源交易所的原油主力合约 1812在盘中震荡下跌，报收出一个带上下影线的阴 K线图。这是因

为沙特杀害批评沙特政府的记者后，引发的一波三折的风波，全球各国政坛对沙特的此举非常愤慨，开始美国总统特

朗普说要制裁沙特，沙特官方开始也很强势，说如果制裁将用石油来损害全球经济作为报复，但随着各国和各媒体对

沙特的怒斥下，沙特官方马上调转了话语，表示不会用石油来作为经济报复，而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并且表示会大力

增加石油产能，来降低高油价，该消息打击油价继续下滑。临近美国的大选，预计各产油国会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降

低油价，来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拉票。本周预计原油价格在先跌后反弹震荡行情，建议看具体行情做超短线。 

 

九、本周影响油价重要信息提醒： 

 

10月 31日 04:30美国截至 10月 19日当周 API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10月 31日 22:00美国截至 10月 19日当周 EIA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11月 3日 01:00美国截至 10月 2日当周油服贝克休斯总钻井总数(口) 

贸易摩擦对原油需求预期的影响 

美国政策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关系 

OPECO非 OPEC产油国的消息 

 

十、基差介绍： 

 

1、基差走强。正向市场，现货价格-期货价格的绝对值，相对于零值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反向市场，现货价格-期货

价格的绝对值，相对于零值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或者由正向市场变为反向市场。 

2、基差走弱。正向市场，现货价格-期货价格的绝对值，相对于零值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反向市场，现货价格-期

货价格的绝对值，相对于零值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或者由反向市场变为正向市场。 

基差走强、走弱与套期保值盈亏的关系,表现为以下十二种情形: 

 

正向市场(+)，基差走强(-)，买入套保(+)，亏损(-); 

正向市场(+)，基差走强(-)，卖出套保(-)，盈利(+); 

正向市场(+)，基差走弱(+)，买入套保(+)，盈利(+); 

正向市场(+)，基差走弱(+)，卖出套保(-)，亏损(-); 

正向市场变为反向市场(+)，基差走强(-)，买入套保(+)，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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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市场变为反向市场(+)，基差走强(-)，卖出套保(-)，盈利(+); 

 

反向市场(-)，基差走强(+)，买入套保(+)，亏损(-); 

反向市场(-)，基差走强(+)，卖出套保(-)，盈利(+); 

反向市场(-)，基差走弱(-)，买入套保(+)，盈利(+); 

反向市场(-)，基差走弱(-)，卖出套保(-)，亏损(-); 

反向市场变为正向市场(-)，基差走弱(-)，买入套保(+)，盈利(+); 

反向市场变为正向市场(-)，基差走弱(-)，卖出套保(-)，亏损(-)。 

 

基差大小与基差强弱之间的关系如下: 

在正向市场中：基差走强=基差趋小;基差走弱=基差趋大; 

在反向市场中：基差走强=基差趋大;基差走弱=基差趋小; 

在正向市场变为反向市场中：基差走强=基差趋小; 

在反向市场变为正向市场中：基差走弱=基差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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