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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6 日
今日观点：
能源化工研究团队
5 月 16 日 SC 原油期货 1809 合约收盘 473.1 元/桶，较上一
日上涨 2.1 元/桶，结算价 474.1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3.1 元/
桶；1812 合约收盘 466.4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1 元/桶，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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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7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3.3 元/桶。SC 原油 1809 期货合约成
交量 193836 手；持仓量 25888 手，较前一日减少 1984 手。SC 原
油总成交 194000 手，总持仓量 27158 手，较前一日减少 1994 手。
今日基本面缺乏消息，内外盘表现均较为平稳，WTI 围绕 71 美元
小幅波动，后市预计或回踩 70 美元一线。上海原油今日冲高回落，
近期预计震荡走势。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报告可在中银国际期货网站上获取（www.bocifco.com）

一、市场行情

1、全球主要期货市场
图一：美原油、布伦特原油主力合约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银国际期货

表一：美原油、布伦特原油及上海原油主力合约情况
期货品种

今日收盘价

昨日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成交量

持仓量

单位

NYMEX轻质原油

71.12

71.05

-0.3

-0.35

22412

488232

美元/桶

IPE布油

78.06

78.13

-0.37

-0.47

31085

447969

美元/桶

上海原油

473.10

472.80

2.1

0.45

193836

25888

元/桶

资料来源：wind、中银国际期货

（注：上海原油期货涨跌和涨跌幅以前一日结算价为基准,WTI

与 Brent 原油今日价格为截稿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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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主要现货市场
表二：全球主要原油现货市场情况
产品

今日报价

昨日报价

涨跌

单位

英国布伦特Dtd
美国WTI
中国胜利
阿曼
阿联酋迪拜

78.8000
71.3100
69.3200
75.3800
75.3300

78.1000
70.9600
67.5300
73.7800
73.7300

0.70
0.35
1.79
1.60
1.60

美元/桶
美元/桶
美元/桶
美元/桶
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中银国际期货

3、全球主要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差
表三：全球主要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差（美元）

资料来源：wind、中银国际期货

（注：当日外盘未收盘，请参考前一日价差情

况）

图二：全球主要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差走势图（美元）

资料来源：wind、中银国际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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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情况
1. 5 月 15 日，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月度产量报告显示，预计美国
2018 年 6 月页岩油产量将同比增加 178 万桶/日至 718 万桶/日，环比增幅为
14.4 万桶/日。更多数据显示，5 月美国页岩油产量料将增加至 703 万桶/日，
较之前预期值增加 16.3 万桶/日。EIA 报告指出，3 月美国开始钻探但尚未完工
的钻井数增加 94 座至 7622 座，其中有 122 座新钻井位于二叠纪盆地。而 4 月
则增加 55 座至 7677 座，其中有 111 座新钻井位于二叠纪盆地。
2. 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预期，中国原油需求增长第一季可能为 2010
年第四季以来最高。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并连续 9 年
蝉联全球最大原油消费国。在扩大炼油产能时，中国放宽了对原油进口和炼油
产品出口的限制。根据估算，中国第一季原油进口上涨 7%至大约每日 909 万桶。
中国对全球原油需求至关重要，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对油价会是强有力
的支撑。
3. 目前尚不能得知美国的制裁将会对伊朗的石油工业产生何种影响。一
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他主要原油消费国将会对美国的制裁采取何种态度，从而
对伊朗产生影响，这将在今年的 11 月揭晓。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德国
以及伊朗依然维持着伊朗核协议的框架，以缓解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从而降
低对在伊朗进行商业活动的本国公司的影响。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迈克尔·威
特纳预测，美国的制裁措施将从全球石油市场中剔除 40 万至 50 万桶伊朗原油。
但是威特纳表示，2012 年的制裁曾使得伊朗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减少了 100 万
桶/日，但是这一次预计影响将会小很多。

三、今日观点
5 月 16 日 SC 原油期货 1809 合约收盘 473.1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2.1 元/
桶，结算价 474.1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3.1 元/桶；1812 合约收盘 466.4 元/
桶，较上一日上涨 1 元/桶，结算价 468.7 元/桶，较上一日上涨 3.3 元/桶。SC
原油 1809 期货合约成交量 193836 手；持仓量 25888 手，较前一日减少 1984
手。SC 原油总成交 194000 手，总持仓量 27158 手，较前一日减少 1994 手。今
日基本面缺乏消息，内外盘表现均较为平稳，WTI 围绕 71 美元小幅波动，后市
预计或回踩 70 美元一线。上海原油今日冲高回落，近期预计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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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简称“中银国际”
）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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