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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1. 现货价格综述 

表 1 原油及沥青期现货价格本周变动（单位：美元/桶，人民币/桶，元/吨）   

项  目 4月 17 日 

4月 24 日 

17: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006 收盘价 253.7 245.1 -22.6 -8.91% 

布伦特原油 06 合约收盘价 28.25 24.46 -3.79 -13.38% 

WTI原油 05 合约收盘价 25.14 15.77 -9.37 -37.27% 

BU2006 收盘价 2144 2016 -128 -5.97%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065 2040 -25 -1.21%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100 2025 -75 -3.57%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新冠肺炎拐点仍未到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4 月 24 日凌晨，全球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达 2700885 例，累计死亡 189099 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 864415 例，死亡 47892 例。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当地时间周三警告称，

新冠疫情有可能在今秋流感季来临之际二次爆发，美国届时将面临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同时

传播的局面。 

（2）美伊关系再度进展 

美国国防部于 15 日称，美方船艇在“国际水域”与直升机协同行动时，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多艘船艇做出对美船只“危险”且“挑衅”的举动。伊朗革命卫队则在 19 日表示，美国

对于地区安全构成新的危险，革命卫队将增加波斯湾的巡逻艇，以制止美国海军在波斯湾采

取新的“不专业和危险”的行动。而后在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他已命令美

国海军击毁所有“骚扰”美方舰只的伊朗快艇。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 23 日说，伊朗武装部队

一直在“用警惕的目光”密切关注全球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伊朗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当天在首都德黑兰召开的军方顾问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上，哈塔米对武装部队的能力提出

表扬，并强调霸权体系已经对伊朗表现出长达 40 年的敌对情绪。 

（3）科威特表示将迅速减产 

科威特周四报导，科威特讲课爱是削减对全球市场的原油供应，不再等 OPEC+减产协议正

式开始实施。四位消息人士表示，阿塞拜疆的石油项目同意自 5 月起大幅减产，已履行该国

的减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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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IA 周报：疫情之下需求疲弱，上周原油和成品油库存继续大增 

EIA 数据显示，截止 4 月 17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1500万桶至 5.186 亿桶，距离 2017年创出的记录高位 5.35 亿桶已经

不远，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1520 万桶。当周俄克拉荷马州的库欣原油库存增加 480 万桶至 5970 万桶，而当地的原油存储能力只有

7600 万桶，且贸易商称，丹迪多数未使用的存储空间早就已经被租用。当周原油产量下降 10 万桶/日至 1220 万桶/日。当周炼厂

产能利用率下降 1.5 个百分点至 67.6%，为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准。汽油库存增加 100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360 万桶；包括柴

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790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增加 280 万桶。 

图 1. EIA 原油及汽油库存（单位：千桶）  图 2. 沥青开工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5）炼厂开工率持续回升，下游刚性需求有限，沥青社会库存小幅增加 

本周炼厂开工负荷继续回升，下游刚性需求有限，多以备货为主，社会库存有所增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4 月 23 日，

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43.3%，较前一周四回升 2.4 个百分点；25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 60.6 万吨，环比减少 3.7%，同比减少

7.8%；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88.1 万吨，环比增加 2.2%，同比增加 1.1%。 

图 3. 沥青库存率（单位：%）  图 4. 国内沥青社会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隆众  新纪元期货研究 

3.小结 

因市场开始关注需求疲软所引发的减产前景，而美伊紧张关系及欧美继续推出刺激政策也助涨油价，后半周国际原油期货企

稳反弹。但疫情拐点到来之前，市场预期存在反复，内外盘原油下探风险仍在，短线波动放大。自身基本面而言，虽然强基建预

期提振未来沥青需求，但目前在季节性需求淡季背景下，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现货价格维持平稳；基本面缺乏强有力支撑，短

线跟随原油波动。 

二、 波动分析 

1. 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国际原油期货跌势扩大。供需严重过剩担忧压制下，周一周二 WTI 原油大幅下挫，06合约最低下探至 6.6 美元/桶，后半

周油价企稳反弹，截止 4 月 23日 17:00，WTI 原油报价 15.77 美元/桶，周度跌幅达 37.27%。布伦特及国内原油期货相对抗跌，国

内主力合约 SC2006 报收于 231.1 元/桶，周度跌幅 8.91%。 

本周沥青期货先抑后扬，主力合约 BU2006 周二周四连续暴跌，最低下探至 1804 元/吨，周四强势封于涨停板，周五陷入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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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盘终以 5.97%的周跌幅报收于 2016 元/吨。 

2. 趋势分析    

从 WTI 原油 05 合约周 K 线图来，期价最低下调至 6.5 美元/桶，供需严重过剩格局下，短线或反复探底。从沥青 2006 周 K线

图来看，前期低点 1750 附近技术支撑较强，期价探低回升，短线重回 2000 附近震荡走势。 

图 5.WTI 主连月 K 线图  图 6. BU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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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若疫情干扰消散，在政策强基建预期提振下，沥青中长期仍有反弹动能。 

短期展望： 

因市场开始关注需求疲软所引发的减产前景，而美伊紧张关系及欧美继续推出刺激政策也助涨油价，后半周国际原油期货企

稳反弹。但疫情拐点到来之前，市场预期存在反复，内外盘原油下探风险仍在，短线波动放大。自身基本面而言，虽然强基建预

期提振未来沥青需求，但目前在季节性需求淡季背景下，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现货价格维持平稳；基本面缺乏强有力支撑，短

线跟随原油波动。 

2.操作建议 

低位或有震荡反复，激进投资者前期低点附近尝试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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