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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提要： 

              本周油市价格继从高位回落后有所反弹，美原油跌破 70 美

元/桶关口迅速反弹至接近 72 美元/桶后震荡。虽然美联储继续维持

宽松货币政策，但基本面出现三大利空，导致前期油价连续下跌。

一是全球疫情的恶化，特别是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急剧增加，金

融市场避险情绪再起；二是美国石油钻井机数量增加；三是 IEA 大

幅下调 21 下半年原油需求。不过，由于美国气象机构预测今年大西

洋飓风活跃度将高于常年，且可能接近超高强度记录，因此在美国

每年 6 月至 12 月飓风季期间，特别是 8 月和 9 月的高峰季，墨西哥

湾附近的飓风仍有较大可能导致原油和下游油品供应紧俏推高油

价，同时美国原油和汽油的库存量有所减少。基本面中的多空博

弈，主导了本周油市价格的反弹震荡格局。 

 由于德尔塔病毒的持续蔓延影响了市场的原油需求，IEA 大

幅下调 21 下半年原油需求，油价呈现震荡走势。截至 8 月 13 日，

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分别收于 70.25 美元/桶和 66.89 美元/

桶。美元指数交投于 92.5 附近。 

 目前全球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2 亿。美国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4 日下午，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 2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425 万例。其中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 3500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60 万例，美国是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变异毒株德尔塔确诊病例激

增将在短期内对运输燃料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下周来看，油市震荡格局将延续，但下方支撑明显，大概率

维持在 70 美元/桶上下震荡。尽管全球疫情处于扩散状态，但金融

市场暂时看不到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油价连续甚至大幅度

的下跌可能性较小。沙特与俄罗斯依然适度增产，其他减产国执行

情况良好，并未因油价高位而明显增加供应。因此，油市基本面依

然健康，在下跌反弹后预计将调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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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与展望 

1.1 国内期货行情：收盘价 

图 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13 日收盘，国内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涨 0.09%，收 429.1 元/桶。 

图 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13 日收盘，国内甲醇期货主力合约涨 0.60%，收 2841 元/吨。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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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13 日收盘，国内燃油期货主力合约涨 0.24%，收 2512 元/吨。 

图 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13 日收盘，国内 PTA 期货主力合约跌 0.75%，收 5266 元/吨。 

 

 1.2 国内期货行情：INE 库存 

图 5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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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中国 INE 指定交割油库原油库存合计 12,415,000 桶，较上一日无

变化；其中浙江油库（包括中国石化册子岛、中化兴中和中油大榭）库存合计 1,569,000 桶，较上一

日无变化；山东油库（包括青岛董家口、中国石化日照、中化弘润）库存合计 2,692,000 桶，较上一

日无变化；上海洋山油库库存为 1,220,000 桶，较上一日无变化；大连中石油油库库存 2,898,000 桶，

较上一日无变化。 

1.3 资金流向： 

图 7 合约总持仓额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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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合约总持仓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原油主力合约 SC2109 收盘价为 429.1 元/吨，结算价为 431.4 元/

吨。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3,606,127.53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50,259.84 万元；原油合

约总持仓量为 83,536 手，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721 手，总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低水平。 

 

 

图 9 主力合约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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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主力合约持仓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2109 持仓额为 1,057,447.68 万元，较上一交

易日减少 49,627.2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2109 持仓量为 24,512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312 手，

主力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低水平。 

 

1.4 CFTC 持仓： 

图 11 WTI 总持仓及增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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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报告头寸净持仓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0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194,794 张，较上一周减少 118,408

张，总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其中商业净持仓量为-8,573 张，较上一周增加 21,527 张，当

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基金净持仓量为 247,542 张，较上一周减少 12,698 张，当前净

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其他报告头寸的净持仓量为 152,871 张，较上一周减少 17,416 张，

当前净持仓量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 

 

图 13 管理基金持仓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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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非报告头寸持仓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0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96,269 张，较上一

周增加 2,013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空头持仓为 50,163 张，较上一周减少

262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46,106 张，较上一周增加 2,275 张，非

报告净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二. 原油数据分析 

2.1 现货走势 

图 15 国内原油价格现货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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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WTI 和 Brent 原油现货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2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64.76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33 美

元/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70.4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38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现货

价格为 64.4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上涨 0.51 美元/桶。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68.4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65

美元/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71.6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0.07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

差为-3.2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58 美元/桶。。 

图 17 东南亚地区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原油> 2021.08.1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10/25 

图 18 中东地区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9 俄罗斯 ESPO 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2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70.68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66 美元/

桶；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70.63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74 美元/桶。 

俄罗斯也是石油输出大国，其原油储量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及乌拉尔-沃尔加地区，在俄罗斯上市

的乌拉尔（Urals）原油期货合约是全球高硫市场的基准定价之一。ESPO 原油指的是以东西伯利亚-

太平洋输油管道（ESPO）输送而来的中质或重质的高硫俄罗斯原油的总称。依靠地利之便，ESPO

原油只要 4 天就能送到亚洲客户手中，输油成本较低，再加之关税补贴，使得该原油在亚太地区的

话语权有所提高，未来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的基准原油品种。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2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70.17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39 美元/桶。 

 

 

 

2.2 供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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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国内原油当月进出口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7 月 31 日，当月我国原油进口数量为 4,124.3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111.3

万吨；当月我国原油产量为 1,666.8 万吨，与上月比减少 36 万吨。 

图 21 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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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国内原油月度产量和增速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3 国内原油表观消费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4 美国钻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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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5 加拿大钻机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 397 部，较上周增加 10 部，原

油钻机占比为 79.4%；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102 部，较上周减少 1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

为 20.4%；美国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 500 部，较上周增加 9 部。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 100 部，较上周增加 5 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60.98%；加拿大天

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 63 部，较上周增加 3 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 60.98%；加拿大活跃钻机数

量合计为 164 部，较上周增加 8 部。 

 

 

图 26 NYMEX 汽油和 WTI 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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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NYMEX 取暖油与 WTI 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8  ICE 柴油与 WTI 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9 成品油与原油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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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NYMEX 汽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2.1 美元/加仑（折合 88.37 美元/桶），

与上一日比下跌 0.17 美元/加仑，汽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9.93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平均

水平；NYMEX 取暖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206.78 美分/加仑（折合 86.8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3.27 美分/加仑，取暖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8.41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ICE 柴油

期货合约的收盘价为 576 美元/吨（折合 77.8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10 美元/吨，ICE 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9.4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图 29 国内成品油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0 国内成品油产量增速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2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8,016.3 元/吨，与上一日比下跌 62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8,257.2 元/吨，与上一日比减少 58.5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为

6,422 元/吨，与上一日比减少 10 元/吨。2021 年 06 月，当月国内汽油产量为 1,318.5 万吨，环

比上涨 23.3%；煤油产量为 411.8 万吨，环比上涨 30.7%；柴油产量为 1,325.1 万吨，环比下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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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胜利原油现货和原油期货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456.13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27.43 元/桶，价

差较上一日上涨 3.02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图 31  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457.68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28.98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上涨 4.83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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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阿联酋迪拜原油和期货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457.36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28.66 元/桶，

价差较上一日上涨 5.36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图 33 WTI 与 Brent 原油期货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34 INE 与 Brent 和 WTI 原油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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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70.5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72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8.4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0.65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价差为-2.15 美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0.07 美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均水平。 

INE 与 WTI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12.08 元/桶，较上一日上升 6.61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平

均水平；INE 原油与 Brent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26.02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7.04 元/桶，处于过去

一年的较高水平。 

 

图 35 成品油和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7,965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4,648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407 元/吨。 

图 36 PTA 与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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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 PTA 期货结算价为 5,278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28 元/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2.23，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图 37 石油沥青与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日石油沥青期货结算价为 3,182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2 元/吨，石油沥青与原油的比价

为 7.38，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图 38 甲醇与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日甲醇期货的结算价为 2,680 元/吨，较上一日无变化，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6.21，比

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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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燃料油与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510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15 元/吨，燃

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5.82，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2.4 库存分析（国际） 

图 40 EIA 原油和石油产品库存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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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06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888,825 千桶，

较上周减少 136 千桶；其中战略石油储备为 621,304 千桶，较上周无变化；商业原油库存为 438,777

千桶，较上周减少 448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14.65%；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存为

34,575 千桶，较上周减少 325 千桶。 

 

图 42 美国汽油库存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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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美国航空煤油和取暖油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3 美国燃料油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44 美国半成品和其他油品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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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06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27,469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1,401 千桶；航空煤

油库存为 42,899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399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40,511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767 千桶；取暖油库存为 9,561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209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0,430 千桶，与上

周比减少 364 千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210,968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1,995 千桶。 

 

2.5 汇率 

图 44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6 运输指数数据 

图 45 BDI 和原油运费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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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油轮船价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3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613 点，较上一日增加 4 点，处于

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3,566 点，较上一日增加 63 点，处于过去三年

的较高水平。截止至 2021 年 07 月 30 日，中国新造油轮价格指数（CNDPI）为 966 点，较上一日增

加 21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11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TPI）为

761.35 点，较上周减少 8.45 点，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 

四、投资策略 

1.1 趋势研判 

商品投资评级与相关定义：       

 

 

 

 

 

未来一周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一周内商品的预期涨跌幅度为基

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震荡：预期未来一周涨幅在-3%～3%之间；上涨/下跌：预期未来一周

涨幅大于 3%/小于-3%。 

未来 3-6 个月评级：以报告发布日当天分析师（研究员）对未来 3-6 个月内商品的预期涨跌幅度

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买入：预期涨幅大于 15%；中性偏多：预期涨幅在 5%～15%之

间；震荡：预期涨幅在-5%～5%之间；中性偏空：预期涨幅在-15%～-5%之间；卖出：预期涨幅小于

-15%。 

 

品种 收盘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6 个月评级 

支撑 阻力 方向 方向 

SC主力合约 429.1 410 460 震荡 中性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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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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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

不能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

资风险，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

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

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

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送、翻版、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引

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