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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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7日 

12月 24日 

15:00 

较上周 

涨跌± 幅度± 

SC2202 收盘价 469.2 478.6 +9.4 +2.00% 

布伦特原油主力收盘价 72.87 75.43 +2.56 +3.51% 

WTI原油主力收盘价 70.09 73.76 +3.67 +5.24% 

BU2206 收盘价 3100 3198 +98 +3.16% 

山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2960 2984 +25 +0.84% 

华东地区重交沥青主流价 3220 3250 +30 +0.93%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2、行业信息综述 

（1）欧洲天然气供应担忧重燃 

在严寒天气席卷欧洲，供暖需求大幅上升，而法国核电站检修，电力紧缺的背景下，俄

罗斯至西北欧的亚马尔天然气管道流向改为逆向输往波兰，部分欧洲发电站不得不使用燃油

发电作为替代。欧洲天然气供应担忧重燃，提振油品的替代需求预期。 

（2）新冠疫情担忧有所缓解 

Omicron 的高传染率使其在全球各国快速蔓延，但相关研究机构称奥密克戎住院率远低于

德尔塔。英国首相表示不打算在圣诞节前实施新的防疫措施，美国没有出台新的出行限制措

施，且美国 FDA 食药监局称，辉瑞和默克生产的新冠抗病毒药物对奥密克戎变异都有效，一

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对疫情的担忧情绪。不过与新冠变种病毒的斗争还远未结束，市场预期仍

将反复。 

（3）内部冲突导致利比亚原油产量下降 

在利比亚总统大选前的内部冲突影响下，利比亚最大的 Sharara 油田暂时关闭，造成该

国原油产量下降 35 万桶/天， Zawia 和 Mellitah 码头的原油已经暂停出口。 

（4）伊核谈判仍存极大不确定性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日前表示，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形成了新的案文和统一议程，

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他表示，伊朗认为参与谈判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三国的立场不具

有建设性，在谈判中也没有表现出主动性，但欧盟代表的作用是积极的。间接参与谈判的美

国发出了一些不成文的信息，并得到了必要的答复。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即

冻结伊朗核开发活动，并取消美国的一些制裁，根据标普全球普氏能源资讯，预计从明年 4

月至 12 月，伊朗的石油供应将增加 70 万桶日。第八轮伊核谈判将于 12月 27 日重启，密切

关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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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IA 原油及成品油库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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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 周报：上周美国原油库存降幅超预期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下降，受年末税收因素影响，而汽油和馏分油库存上升。EIA 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17 日当周，美国原

油库存减少 470 万桶，市场此前预期为减少 270 万桶。储存大量石油的美国油企在今年最后几周降低库存，以降低特许权使用税

费，尤其是在美国海湾地区。当周美国炼油厂原油加工量增加 14.8 万桶/日，当周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下滑 0.2%。截止 12 月

17 日当周，美国汽油库存增加增加 550 万桶，分析师预期为增加 46.7 万桶；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馏分油库存增加 39.6 万桶，分

析师预期为增加 3.3 万桶。 

（6）沥青理论利润回升 

本周期，加工稀释沥青综合利润周度均值盈利 60.68 元/吨，环比增加 10.11 元/吨或 19.99%。原料成本周度均价 3560 元/吨，

环比下调 35 元/吨或 0.98%。 

（7）下周供应小幅回升，需求寄希望于冬储 

周内山东地区开工下降，而华东、华南及西南地区开工小幅回升，全国整体开工率微幅增加。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22 日，国内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33.8%，环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7.6 个百分点。下周山东地区海右石化计划复产沥青，

河北地区鑫海石化计划复产沥青，南方部分炼厂复产，预计沥青供应小幅回升。 

投机备货需求提着下，本周炼厂库存下降，社会库存小幅增加。截止 12月 22 日 27 家样本沥青厂家库存率 33.67%，环比下降

1.74 个百分点，同比仍回升 3.44 个百分点；33 家样本沥青社会库存为 41.52 万吨，环比增加 0.99 万吨，同比减少 15.61 万吨。

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刚需有望继续减少。不过各地库存降至偏低水平，市场冬储预期较强。 

表 1、国内沥青厂检修计划表（单位：万吨/年） 

地区 炼厂名称 归属 沥青产能 装置状态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华北-河北 河北鑫海 地炼 250 转产 2021/12/5 2021/12/25 

华东-福建 中化泉州 地炼 60 停产 2021/12/1 未定 

华北-河北 中油秦皇岛 中石油 100 停产 2021/12/1 未定 

西北-新疆 新疆天之泽 地炼 30 停产 2021/11/23 未定 

西北-新疆 新疆美汇特 地炼 80 转产 2021/11/22 未定 

西北-新疆 库车石化 地炼 30 停产 2021/10/25 未定 

华东-山东 淄博齐岭南 地炼 60 转产 2021/10/19 未定 

华北-河北 河北金承 地炼 50 停产 2021/10/27 未定 

东北-辽宁 盘锦浩业 地炼 150 转产 2021/9/27 未定 

华东-山东 汇丰石化 地炼 70 转产 2021/9/11 未定 

西南-重庆 重庆龙海 地炼 60 停产 2021/8/5 未定 

华北-河北 黄骅燕捷 地炼 60 停产 2021/6/25 未定 

华北-河北 沧州金诺 地炼 50 停产 2021/6/21 未定 

西北-新疆 乌苏明源 地炼 20 停产 2021/6/22 未定 

东北-辽宁 盘锦益久 地炼 35 停产 2021/5/29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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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山东 山东金诚 地炼 100 停产 2021/5/11 未定 

华东-浙江 宁波科元 地炼 180 停产 2021/4/28 未定 

华东-山东 山东东明 地炼 150 转产 2021/4/7 未定 

东北-辽宁 辽宁海德新 地炼 80 停产 2021/4/1 未定 

华东-江苏 中油兴能 中石油 60 停产 2020/12/1 未定 

华东-江苏 金海宏业 地炼 60 停产 2020/11/23 未定 

华南-广东 中海湛江 中海油 45 停产 2020/3/3 未定 

合计损失产能 178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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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研究与疫苗疗效等消息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对疫情的担忧情绪；欧洲能源危机卷土重来，天然气价格强势运行，提振油

品的替代需求预期；内外盘原油修复性反弹，对国内能化品种带来成本支撑。但下周伊核谈判恢复，且疫情形势并无明显好转迹

象，市场预期仍将反复。 

自身基本面而言，下周山东、河北及南方部分炼厂复产，市场供应小幅回升，而随着气温的下降，刚需仍将继续减少。不过

各地库存降至偏低水平，市场冬储预期较强，对盘面带来一定支撑。 

二、 波动分析 

从 WTI 原油主连日 K 线图来，原油突破近期震荡平台，短线仍有反弹空间。从沥青 2206 日 K 线图来看，期价重心持续上移，

若能有效突破 3200 点，短期反弹目标指向 3400 元/吨。 

图 5.WTI原油主连日 K线图  图 6. BU2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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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 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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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展望：原油陷入宽幅震荡，成本支撑有限；虽有冬储预期，但季节性需求淡季，沥青反弹空间有限，整体料将维持区间

震荡走势。 

短期展望： 

病毒研究与疫苗疗效等消息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对疫情的担忧情绪；欧洲能源危机卷土重来，天然气价格强势运行，提振油

品的替代需求预期；内外盘原油修复性反弹，对国内能化品种带来成本支撑。但下周伊核谈判恢复，且疫情形势并无明显好转迹

象，市场预期仍将反复。 

自身基本面而言，下周山东、河北及南方部分炼厂复产，市场供应小幅回升，而随着气温的下降，刚需仍将继续减少。不过

各地库存降至偏低水平，市场冬储预期较强，对盘面带来一定支撑，关注冬储实际进展。 

2.操作建议 

若有效突破 3200 关口，加持多单，否则多单减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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