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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提要： 

        疫情恶化导致市场担忧需求放缓，本周国际原油大幅下跌 

        美国石油钻井机数量继续增加，原油库存减少逾 300 万桶 

         7 月 OPEC 整体产量继续提高，较 7 月增加 63.7 万桶每日 

 

本周油市价格继从高位回落后继续下跌，国际油价跌至三个月以来

最低水平。阿富汗事件刺激美元指数大涨，原油期价承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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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分

别收于 65.18 美元/桶和 62.14 美元/桶。美元指数交投于 93.4 附近。 

本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增加 8 座，达 405 座，油气钻机总数增加 

3 座，达 503 座。美国原油库存量 4.355 亿桶，比前一周减少 323 万桶；

美国汽油库存总量 2.282 亿桶，比前一周增加 70 万桶；馏分油库存量为 

1.378 亿桶，比前一周减少 270 万桶。 

        7 月 OPEC 产量增加，沙特产量为 940.3 万桶/日，较上月增长 49.7 

万桶/日；伊朗产量为 248.5 万桶/日，较上月增加 1.5 万桶/日；委内瑞拉

产量为 51.2 万桶/日，较上月减少 2.5 万桶/日；利比亚产量为 116.5 万桶/

日，较上月增加 0.2 万桶/日。 

         供给端，OPEC+目前仍有序增产，但当前油价持续下行，后续增产

计划或将暂停。俄罗斯计划 9 月 1 日至 10 日分别从波罗的海和黑海出口 

140 万吨和 60 万吨原油，较 8 月 1 日至 10 日出口分别+7.7%和+57.9%；

同时北溪 2 号管道完工将至，仅剩 15km 尚未铺设，俄罗斯原油供给或将

进一步增加。美国 9 月页岩油产量预计增加至 810 万桶/日，为 2020 年 5 

月以来最高。需求端，德尔塔毒株导致新增确诊人数激增，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为遏制疫情蔓延增强管制措施，阻碍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恢复，

加剧市场对原油需求的担忧。欧美夏季出游季即将结束，进一步削弱对

燃料的需求。 

下周来看，油市颓势将延续，但下方支撑明显，大概率维持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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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收盘，国内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下跌 2.17%，收 405.3 元/桶。 

图 2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20 日收盘，国内甲醇期货主力合约涨 0.50%，收 2810 元/吨。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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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20 日收盘，国内燃油期货主力合约下跌 1.71%，收 2360 元/吨。 

图 4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截至 08 月 20 日收盘，国内 PTA 期货主力合约跌 0.80%，收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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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中国 INE 指定交割油库原油库存合计 10,174,000 桶，较上一日减

少 2,241,000 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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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桶，较上

一日减少 1,569,000 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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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8,000 桶，较上一日减少 600,000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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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原油主力合约 SC2110 收盘价为 405.3 元/吨，结算价为 402.3 元/

吨。当前，原油期货市场总持仓金额为 3,276,132.97 万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93,652.21 万元；原油合

约总持仓量为 81,196 手，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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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2110 持仓额为 1,822,740.84 万元，较上一交

易日减少 49,190.85 万元。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SC2110 持仓量为 45,308 手，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125 手，

主力合约持仓量处在历史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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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CFTC 报告头寸中总持仓额为 2,135,698 张，较上一周减少 5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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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张，较上一周增加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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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75 张，较上一周增加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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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48 张，较上一周增加 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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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WTI 原油 CFTC 报告头寸中非报告多头持仓为 91,029 张，较上一周

减少 5,240 张，非报告多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高水平；空头持仓为 48,098 张，较上一周减少

2,065 张，非报告空头持仓处于过去三年的较低水平；净持仓为 42,931 张，较上一周减少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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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大庆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59.72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2.9 美元/

桶；胜利油田原油现货价格为 65.1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2.97 美元/桶；中国南海原油现货价格

为 59.5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2.93 美元/桶。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20 日，当日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为 62.1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55 美

元/桶；Brent 原油现货价格为 66.73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增加 0.54 美元/桶；WTI 与 Brent 现货价差

为-4.59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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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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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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阿曼原油现货价格为 65.82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2.95 美元/桶；

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为 65.54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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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ESPO 现货原油价格为 65.12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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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111 万

吨；当月我国原油产量为 1,687 万吨，与上月比增加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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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本周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量为405部，较上周增加8部，原油钻机占比为

80.52%；美国天然气活跃钻机数量为97部，较上周减少5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19.28%；美国活跃钻

机数量合计为503部，较上周增加3部。 

本周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为95部，较上周减少5部，原油钻机占比为60.9%；加拿大天然气活跃

钻机数量为60部，较上周减少3部，天然气钻机占比为60.9%；加拿大活跃钻机数量合计为156部，较

上周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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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NYMEX 汽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87 美元/加仑（折合 78.68 美元/桶），

与上一日比下跌 0.08 美元/加仑，汽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6.54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平均

水平；NYMEX 取暖油期货的收盘价为 189.71 美分/加仑（折合 79.68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7.19 美分/加仑，取暖油期货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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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美元/吨（折合 72.7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减少 10.25 美元/吨，ICE 期货

与 WTI 原油的价差为 10.56 美元/桶，价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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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当日国内 93 号汽油价格为 7,939.3 元/吨，与上一日比下跌 77

元/吨；97 号汽油价格为 8,179.5 元/吨，与上一日比减少 77.7 元/吨。柴油批发价格指数为

6,379 元/吨，与上一日比减少 13 元/吨。 

2021 年 07 月，当月国内汽油产量为 1,374.2 万吨，环比上涨 16.6%；煤油产量为 349.2 万

吨，环比上涨 5.2%；柴油产量为 1,321.5 万吨，环比下跌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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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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 2021 年 08 月 20 日，当日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402.3 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12 元/桶。 

中国胜利原油现货价格为 422.78 元/桶，胜利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2.58 元/桶，价差较上一

日下跌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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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86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6.66 元/桶，价差

较上一日下跌 15.76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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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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5 元/桶，阿曼原油现货和期货的期现价差为 4.85 元/桶，价

差较上一日下跌 17.64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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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北海 Brent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5.18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27

美元/桶；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62.14 美元/桶，与上一日比下跌 1.55 美元/桶；WTI 与 Brent 原油

价差为-3.04 美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0.28 美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INE 与 WTI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 5.39 元/桶，较上一日下降 1.76 元/桶，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

水平；INE 原油与 Brent 原油折合人民币价差为-14.37 元/桶，较上一日下跌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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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当日全国汽油现货价格为 7,823 元/吨，航空煤油现货价格为

4,648 元/吨，柴油现货价格为 6,316 元/吨。 

图 36 PTA 与原油比价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日 PTA 期货结算价为 4,962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40 元/吨，PTA 与原油的比价为

12.33，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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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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8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64 元/吨，石油沥青与原油的比

价为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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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32 元/吨，甲醇与原油的比价为

6.94，比价处于过去一年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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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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当日燃料油期货价格为 2,359 元/吨，较上一日下跌 42 元/吨，燃

料油与原油期货的比价为 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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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含战略储备）合计库存为 1,883,527 千桶，

较上周减少 5,298 千桶；其中战略石油储备为 621,302 千桶，较上周减少 2 千桶；商业原油库存为

435,544 千桶，较上周减少 3,233 千桶，库存环比下降 0.74%，同比下降 15.01%；库欣地区商业原油库

存为 33,595 千桶，较上周减少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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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美国汽油库存为 228,165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696 千桶；航空煤油库

存为 42,993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94 千桶；馏分燃料油库存为 137,814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2,697 千

桶；取暖油库存为 8,722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839 千桶；半成品油库存为 90,462 千桶，与上周比增加

32 千桶；其他油品库存为 208,847 千桶，与上周比减少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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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全球原油运输指数（BDTI）为 610 点，较上一日增加 2 点，处于过

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4,092 点，较上一日增加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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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TPI）为

767.52 点，较上周增加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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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3 380 440 震荡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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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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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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