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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OPEC 方面，沙特的外汇储备与油价正相关，为了更快推涨油价，

至少在一季度，我们预计沙特仍旧会带领 OPEC 坚定减产。 

美国方面，从上游投资的角度看，页岩油融资困难的问题存在已

久，而新冠疫情则加重了矛盾。为了更好的缓解现金流压力，油服及油

企一般会采取降薪裁员或者削减勘探支出的方式，而此举会导致新井跟

进速度放缓，因此短期来看，美国的原油供应增量有限。 

需求方面，美国成品油需求自去年 3 月份以来首次超过五年平均

水平，但汽油需求比五年平均低 12%，综合看来柴油表现优于汽油与航

空煤油，而后两者容易受到疫情影响，因此消费复苏仍需更长时间。春

节即将到来，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避免因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各地

鼓励留守过年，因此我们对于 2 月份国内原油消费保持谨慎态度。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近期需要关注美国新政府成立后对宏观

环境的影响。拜登政府或出台更多疫情防控措施，对原油需求恢复存在

正面影响。另外，地缘政治方面，美伊关系和缓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伊

朗油出口短期内迅速恢复历史水平的可能性不大。 

结论：回顾 1月，OPEC深化减产与疫苗等利好消息集中释放，油

价上行速度加快，价差结构明显修复。展望 2月，市场在等待需求发力，

疫情等因素的负面扰动仍旧存在。 

操作建议：布油预计在 53-60 美金/桶的范围内波动。内盘区间

【320,380】，整体以波段操作为主。需要密切跟踪疫情发展情况。 

风险因素:疫情发展超预期；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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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回顾 

1 月份，尽管国外疫情仍旧严重，但国际油价受到疫苗以及沙特深化减产等利好因素

综合推动呈现偏强走势。 

 

 

2.基本面分析 

2.1. OPEC 延续减产，美国产量稳定 

供应端，市场重点关注 OPEC 与美国的原油生产情况。OPEC 方面，1 月份的 OPEC

会议靴子落地，根据结果，会议确认了第 12 次会议从 2021 年 1 月份起开始增加 50 万桶

原油日产量的决定，将减产数量从每日 770 万桶调整到每日 720 万桶。参与减产的 10 个

欧佩克成员国和 8 个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日产量与 1 月份保持一致，非欧佩克产油国俄罗

斯和哈萨克斯坦 2 月份共计增加原油日产量 7.5 万桶，3 月份共计再增加 7.5 万桶。数据

显示， 2021 年全球市场对OPEC 原油需求每日平均 2717万桶，而 2020 年 12月份 OPEC

原油日产量为 2536 万桶，换言之，当前 OPEC 减产仍旧对推动油市供需平衡起到了关键

作用。另外，沙特将在 2 月和 3 月自愿额外减产 100 万桶/日，市场对此反应积极。沙特

的外汇储备与油价正相关，为了更快推涨油价，至少在一季度，我们预计沙特仍旧会带领

OPEC 坚定减产。根据原定计划，OPEC 将在每月召开评估会议，美国方面，通用电气公

司的油田服务机构贝克休斯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1 月 15 日的一周，美国在线钻探油井

数量 287 座，比前周增加 12 座；比去年同期减少 386 座。尽管钻井数量从底部抬升，每

周均有增加，但由于页岩油自身的衰减特性，当前美国原油产量仍旧处于小幅衰退期。截

止 1 月 8 日当周，美国原油日均产量 1100 万桶，与前周日均产量持平，比去年同期日均

产量减少 200.0 万桶；截止 1 月 8 日的四周，美国原油日均产量 1100 万桶，比去年同期

低 14.9%。从上游投资的角度看，页岩油融资困难的问题存在已久，而新冠疫情则加重了

矛盾。为了更好的缓解现金流压力，油服及油企一般会采取降薪裁员或者削减勘探支出的

方式，而此举会导致新井跟进速度放缓，因此短期来看，美国的原油供应增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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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沙特外汇储备与国际油价正相关 

 
 图 2  美国原油产量 

 

 

 

 

 

 资料来源：EIA；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EIA；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2.  裂解价差相对修复，国内外疫情引发市场担忧 

需求端，从裂解价差的角度，近期 321以及 RBOB-WTI价差反映出成品油消费市场的相

对回暖。援引 EIA数据，美国成品油需求总量平均每天 1876.6万桶，比去年同期低 5.8%；

车用汽油需求四周日均量 778.1 万桶，比去年同期低 11.0%；馏份油需求四周日均数 358

万桶, 比去年同期高 3.6%；煤油型航空燃料需求四周日均数比去年同期低 30.0%。单周需

求中，美国石油需求总量日均 1960.7 万桶，比前一周高 255.3万桶；其中美国汽油日需求

量 753.2 万桶，比前一周高 9.1万桶；馏分油日均需求量 360.9万桶，比前一周日均高 66.8

万桶。美国成品油需求自去年 3月份以来首次超过五年平均水平，但汽油需求比五年平均

低 12%，综合看来柴油表现优于汽油与航空煤油，而后两者容易受到疫情影响，因此消费

复苏仍需更长时间。 

援引世卫组织报道，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9日 18时 44分（北京时间 20日 1时 44分），

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312202 例，达到 94124612 例；死亡病例增加 8316 例，达到

2034527 例。国内方面，伴随多地气温下降，疫情出现死灰复燃，截至 1月 20日 10时 30

分，全国有高风险地区 5个，为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区全域、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全域、河

北省邢台南宫市全域、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全域和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全域。中风险地

区 61个，涉及河北省（42个）、黑龙江省（7个）、北京市（5个）、吉林省（5个）、辽宁

省（2 个）。春节即将到来，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避免因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各地鼓励

留守过年，因此我们对于 2月份国内原油消费保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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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预计 2月全球原油需求增长仍旧取决于疫情的受控情况，目前多国推广疫

苗，但整体接种速度偏慢。根据 WHO此前公布的疫苗时间表，一季度是很多疫苗的密集推

广期，市场对于有效疫苗抱有较高预期，因此需要密切关注疫苗实际兑现情况。 

 

图 3  321 裂解价差   图 4  RBOB-WTI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3.  关注拜登上台对宏观环境的影响 

1月 20日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近期需要关注美国新政府成立后对宏观环境的影响。

我们认为，从宏观数据上看，美国失业金人数激增，反映出疫情仍旧严重的事实。美国财

长提名人选耶伦证实了对拜登政府刺激计划的预期，耶伦敦促立法者对下一轮新冠病毒相

关救助方案采取“大行动”，并称这样做的收益超过了债务负担增加的成本。耶伦还称，美

国不会以压低本币汇率来获取相对优势。另外，拜登政府或出台更多疫情防控措施，对原

油需求恢复存在正面影响。其次，考虑到其或与伊朗展开谈判，美国或重返伊核协议，伊

朗原油出口或迎来转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7日援引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拜登团队官员目

前正与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条件进行谈判，法国、英国和德国周末发布联合声明称，

吁伊朗遵守核协议。伊朗目前原油产量 200万桶左右，我们认为，美伊关系和缓是一个较

长的过程，伊朗油出口短期内迅速恢复历史水平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考虑到供应方面的潜

在增量，预计多头表现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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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vaccines phase timeline  图 6  全球疫苗接种进度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3.结论与操作 

回顾 1 月，OPEC 深化减产与疫苗等利好消息集中释放，油价上行速度加快，价差结构

明显修复。展望 2月，市场在等待需求发力，疫情等因素的负面扰动仍旧存在。 

操作上，布油预计在 53-60美金/桶的范围内波动。内盘区间【320,380】，整体以波段

操作为主。需要密切跟踪疫情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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