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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中东地缘政策风险仍未消散，本周布伦特原油走势强劲，中东及中国现货也表现坚挺； 

但受制约于美国原油产量增加，WTI 原油涨幅有限，与布伦特原油价差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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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 

5 月 

17 日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1809 收盘价 476.4 481.9 +5.5 +1.15% 

布伦特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77.53 79.49 +1.96 +2.53% 

WTI 原油活跃合约收盘价 71.40 71.69 +0.29 +0.41% 

迪拜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74.56 76.73 +2.17 +2.91% 

胜利原油现货价（环太平洋） 68.25 70.46 +2.21 +3.24% 

WTI 原油现货价（库欣交割） 71.36 71.49 +0.13 +0.18%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沙特和阿联酋油长称担心近期油市波动，下周将同俄罗斯能源部长会晤 

沙特和阿联酋能源部长周四称担心近期油市波动，并在一份声明中重申他们将致力于稳

定市场并确保供应。下周他们将同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在圣彼得堡会晤，继续进行磋商。 

（2） IEA 月报：下调 2018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预估至 140 万桶/日 

IEA 5 月报，下调 2018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预估至 140 万桶/日，此前预期 150 万桶/

日。上调 2018 年非 OPEC 国家供应量料增长预期至 187 万桶/日，此前预期增长 180 万桶/

日。OECD 库存 3 月份降至五年均值水平下方 1 万桶处，环比减少 2680 万桶至 28.19 亿桶。

全球原油供给 4 月同比增长 178 万桶/日至 980 万桶/日，由非 OPEC 供给增长驱动。 

（3） 巴克莱:今明两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估计分别上调至每桶 73 美元和 70 美元 

知名投行巴克莱周四将 2018 年和 2019 年布伦特,今明两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估分别上

调至每桶 73 和 70 美元，之前预估分别为 61.8 和 60 美元。将 2018 年和 2019 年美国原油

价格预估分别上调至每桶 68.2 和 65 美元，之前预估分别为 57 和 55 美元。 

（4） 道达尔:将在 11 月 4 日之前退出伊朗南帕尔斯启天相关的所有业务 

道达尔周三发布声明，将在 11 月 4 日之前退出与耗资 20 亿美元的伊朗南帕尔斯气田

（South Pars 11）相关的所有业务，除非获得美国当局豁免制裁。道达尔、中石油、伊朗国

家石油公司持股 50.1%、30%、19.9%；若道达尔退出，或由中石油收购道达尔股权，并成

为项目作业方。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英国 Pergas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签署价值 11.6

亿美元、为期 10 年的协议，开发伊朗南部 Karani 油田。Pergas 财团由 11 家公司组成，预

计两个月后签署最终合约，三个月内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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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IA 周度库存继续下滑，汽油需求旺季即将到来 

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5 月 11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下降 140 万桶至 4.3235 亿桶，分析师预期为减少 76.3 万桶；

周度美国原油日产量续升 2 万桶/日止 1072 万桶/日。当周美国原油净进口量下滑 41.1 万桶/日。美国汽油库存减少 379 万桶，分

析师预估为减少 142 万桶；过去四周汽油需求同比上升 0.7%至 940 万桶/日，预期汽油需求将随着夏季驾驶高峰的到来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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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外原油期货延续反弹，WTI 主力周一至周三高位横盘震荡，周四小幅反弹，四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0.41%；布伦特原

油走势明显强于 WTI，主力合约周四最高一度上冲至 80.5 美元/桶，四个交易日录得 2.53%的涨幅。国内原油期货 SC1809 周一

小幅回调，但周二至周五再度走强，期价最高上探至 488.6 元/桶，5 月 18 日以 3.25%的涨幅报收于 486.5 元/桶，全周持仓量增

加 0.2 万手至 2.99 万手，成交量增加 9.03 万手至 91.2 万手。 

2. 趋势分析    

图 2.WTI 主力月 K 线图  图 3. WTI 主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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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计划对伊朗重新制裁，可能导致伊朗的原油产量和出口下降；另一方面 5 月 20 日委内瑞拉总统大

选，市场担忧美国可能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力度；地缘政治风险依旧主导市场，近期国内外原油将维持偏强走势，但强势美

元和美国原油增产制约油价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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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来看，WTI 原油主力月线级别延续上升趋势，期价突破 66.6 美元/桶压力，技术反弹目标位将指向 76 美元/桶。 

中短周期来看，期价突破上升三角形态，延续之前的上升趋势，技术反弹目标亦指向 75-76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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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展望：一方面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计划对伊朗重新制裁，可能导致伊朗的原油产量和出口下降；另一方面 5 月 20 日委内

瑞拉总统大选，市场担忧美国可能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力度；地缘政治风险依旧主导市场，近期国内外原油将维持偏强走势，

但强势美元和美国原油增产制约油价上行空间。 

2.操作建议 

多单继续持有，高位追多需谨慎。 

3.止盈止损 

SC1809 多头止损上移至 475 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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