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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本周国内外原油期现货大幅上涨。 

表 1 国内外原油期现货价格本周变动  单位：美元/桶，人民币/桶   

项  目 

4 月 

5 日 

4 月 

12 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1809 收盘价 401.5 428.7 +27.2 +6.8%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68.50 72.20 +3.7 +5.4% 

WTI 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63.73 67.02 +3.29 5.2% 

迪拜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65.38 68.62 +3.24 +5.0% 

胜利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60.17 63.88 +3.71 +6.2% 

WTI 原油现货价（库欣交割） 63.54 67.07 +3.53 +5.6%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高盛上调油价预估 

周三，沙特称在利雅德上空拦截了一枚导弹，随后美国总统警告俄罗斯，可能对叙利亚

采取军事行动，地缘政策风险继续升温。高盛分析师 Currie 在报告中指出，中东的紧张局势

使得本来紧张的油市形势出现恶化，将油价推升至 72 美元/桶，将进一步靠近此前三个月

82.50 美元/桶的三个月预期。 

（2） EIA 月报：将 2018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幅上调 9 万桶/日至 179 万桶/日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4 月报，将 2018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幅上调 9 万桶/日至 179 万

桶/日， 2019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幅上调 13 万桶/日至 185 万桶/日。 

预计美国 2018 年原油产出将增长 137 万桶/日（3 月份料增 138 万桶/日），预计 2019

年将增产 75 万桶/日（此前料增 57 万桶/日）。预计美国 2018 年原油需求将增长 50 万桶/日

（之前料增 47 万桶/日），预计 2019 年需求将增长 32 万桶/日（之前料增 36 万桶/日）。 

（3） OPEC 月报：3 月 OPEC 减产执行率超 150% 

OPEC 周四公布的 4 月报显示， 3 月 OPEC 原油产量减少 20.14 万桶/天至 3195.8 万

桶/天。其中，沙特减少 4.69 万桶/日至 993.4 万桶/日，伊朗增加 0.33 万桶/日至 381.4 万桶/

日，伊拉克减少 1.31 万桶/日至 442.6 万桶/日。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都表示，欧佩克在 3 月

份的减产协议执行率超过 150%，非欧佩克国家超过 120%；并称在 6 月会议上讨论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国家更长期联盟的草案，相信产油国将延长减产协议至 2018 年之后。2 月 OECD

石油库存减少 1740 万桶至 28.54 亿桶，较最新的五年均值仅高出约 4300 万桶。 

OPEC 周四公布的 4 月报预计，2018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为 163 万桶/日，此前预期为

160 万桶/日。2018 年非欧佩克石油供应增速预期为 171 万桶/日，此前为 166 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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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IA 周度库存数据意外上调 

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4 月 6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331 万桶至 4.2864 亿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18.9 万桶；

周度美国原油产量首次超过 1050 万桶/日，不过周度数据通常波动剧烈。当周美国原油净进口量增加 170 万桶/日至 865 万桶/日。

美国汽油库存增加 45.8 万桶至 2.3894 亿桶，分析师预估为减少 140 万桶。 

图 1.EIA 美国原油及汽油库存（单位：万桶/日）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3.小结 

OPEC 3 月减产协议执行率超过 150%，但以美国为代表的非 OPEC 国家原油产量增加一定程度弥补 OPEC 减产带来的利多

影响；近期叙利亚紧张局势主导市场，国际原油仍将维持高位偏强运行。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外原油期货大幅反弹，WTI 5 月合约创三年来新高，四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 8.4%；布伦特 6 月合约四个交易日亦录

得 5.3%的涨幅。国内原油期货 SC1809 报收五连阳， 4 月 13 日以 6.35%的涨幅报收于 427 元/桶，全周持仓量增加 0.43 万手至

1.35 万手，成交量增加 19.5 万手至 31.7 万手。 

2. 趋势分析    

长周期来看，WTI 原油主力月线级别延续上升趋势，目前运行至 50%技术反弹目标位附近，若有效突破 66.6 美元/桶压力，

长期技术反弹目标位将指向 76 美元/桶。 

中短周期来看，若期价站稳 66.6 美元，中短期反弹目标位 72 美元/桶。 

图 2.WTI 主力月 K 线图  图 3. WTI 主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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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期货 · 策略周报 

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3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得益于 OPEC 主动减产带来的全球原油库存下降，2018 年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运行中枢将会逐步上移，但 OPEC

产量动态回归+美国产量增加潜力将会抑制原油价格上行高度。因此油价整体呈现区间走势，预计 WTI 震荡区间上移至 55-76 美

元/桶。 

短期展望：叙利亚紧张局势主导市场，WTI 原油突破 66.6 美元/桶技术压力，短线将维持偏强走势，国内原油亦跟随反弹。 

2.操作建议 

维持多头操作思路，关注叙利亚局势进展。 

3.止盈止损 

SC1809 多头 42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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