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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表现: 北京时间早七点，布伦特 4月合约 83.7美元/桶，日涨跌 +3.3%。 

（二）每日要闻：详见后页 

（三）短期分析: 上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 80 美元/桶后，本周再度震荡回升。

土耳其地震导致供应短期中断，沙特上调官价和减产表态，均对油价形成一定支撑。 

1. 短期油价震荡：① 上行动力主要来自金融交易情绪提振。美欧经济表现高于预期，

领先指标和景气指数均出现改善迹象。美联储放缓加息提振金融风险偏好，美股上行美

元回落，美油期货大幅增仓。 

② 下行压力来自基本面累库现状。尽管近期中国和美欧的道路交通出行均出现较好增

长，但尚不足以完成对冲前期供应过剩压力。去年中以来的累库周期仍在延续。目前 OECD

商业油品库存对应历史油价约为 75-85美元/桶。 

2. 需求预期改善：① 中国油品需求修复开始兑现。去年底疫情高峰过后，一月以来道

路交通出行大幅回升。炼厂汽柴油出货明显改善，批发价格大幅上行，加工利润好转，

开工率逐渐回升。预期后期汽油需求仍有回升空间，柴油需求取决于经济进展。 

② 美国油品需求悲观预期略有缓解。去年高油价和经济放缓对美欧油品需求形成较大

压力。今年开年以来美欧交通出行均出现同比增加。若后期经济衰退预期改善，将对海

外油品需求形成提振。 

3. 供应多空并存：① 欧佩克兑现并延续减产利多油价。2 月 1日欧佩克会议决定延续

减产政策。一月沙特原油出口环比大幅下降约 50万桶/日。 

② 俄罗斯原油供应维持高位利空油价。1 月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环比大幅增加约 80 万

桶/日。后续关注二者相对调节幅度与综合作用结果。 

（四）油价展望： 

① 一月上旬油价上涨部分来自金融预期领跑，下半月油品累库压力延续导致油价回落。

未来如果经济和需求改善预期能够兑现，则油价仍有上行空间。 

② 全年大区间暂时维持 70-100预期。如果短期 WTI再度回落至 70美元/桶，关注是否

存在多单入场机会。 

（五）风险提示：上行风险：突发供应中断，超预期减产；下行风险：全球经济衰退 

俄罗斯原油出口维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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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要闻 

 

 

【土耳其地震影响逐渐平息】 

 

⚫ 周一上午土耳其遭遇强地震。土耳声表示地震并未破坏石油管道，但已暂停向杰伊汉港口输送原油。伊拉克

也暂停了通过土耳其的石油出口。 

⚫ 周二土耳其下令恢复向杰伊汉港口输送原油。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官员称管道和储罐没有发生损坏。将尽快

回复原油出口，预计不会影响本月出口量。运营商表示为阿塞拜疆提供的原油出口码头至少关闭至周三。 

⚫ 该港口 1 月份出口量超过 100 万桶/日，占全球供应量的 1%；包括阿塞拜疆原油 61.6 万桶/日、 库尔德原

油 35 万桶/日、伊拉克原油 7.2 万桶/日。，库尔德政府表示将在管道安全检查后恢复出口。 

 

【俄罗斯原油出口维持高位】 

 

⚫ 年初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持续回升。截至上周，四周均值达到 347 万桶/日，增至去年 6 月以来的最高值。

其中对中国、印度、土耳其出口 329 万桶/日；对欧洲出口仅 12 万桶/日，全部流向豁免制裁的保加利亚。 

⚫ 海运出口增量部分来自管道出口减少。对德国和波兰管道出口由去年下降的 51 万桶/日降至 12 万桶/日。 

 

 

【沙特上调对亚洲原油出口官价】 

 

沙特本周宣布将对亚洲轻质/中质/重质原油三月出口官价（相对基准价格升贴水）上调 0.2/0.5/0.5 万桶/日。

将对美国/西北欧/地中海出口官价上调 0.3/2/2 美元/桶。是自去年 9 月以来首次下调官价升贴水。 

图 1：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万桶/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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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冲突推升美国原油出口】 

 

船运数据显示，2022 年美国原油出口约 14 亿桶，同比增加约 23%。是 2015 年美国政府取消原油出口禁令以来的

最高值。 

 

  

图 2：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万桶/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图 3：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万桶/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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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跟踪 

表 1：油品期货价格走势（北京时间早七点） 

标普指数 美元指数 上证指数 人民币汇率

现值 4164 103.43 3248 6.80

日涨跌 1.3% -0.2% 0.3% 0.3%

月走势

Brent 04 WTI 03 RBOB 03 ULSD 03

ICE原油 Nymex原油 Nymex汽油 Nymex柴油

美元/桶 美元/桶 美分/加仑 美分/加仑

现值 83.7 77.5 246 291

日涨跌 3.3% 0.5% 0.2% 0.1%

月走势

Brent WTI RBOB ULSD

1-2月差 1-2月差 1-2月差 1-2月差

美元/桶 美元/桶 美分/加仑 美分/加仑

现值 0.3 -0.3 -17.9 5.4

日涨跌 0.0 0.0 0.0 0.2

月走势

WTI-Brent RBOB-ULSD RBOB-WTI ULSD-WTI

跨区价差 汽柴价差 汽油利润 柴油利润

美元/桶 美分/加仑 美元/桶 美元/桶

现值 -6.3 -45.6 25.5 44.5

日涨跌 0.2 -6.1 -0.1 2.6

月走势

SC2303 SC2304 SC2303 SC2304

价格 价格 持仓 持仓

元/桶 元/桶 万手 万手

昨日收盘 530 533 2.30 2.73

日涨跌 2.3% 2.6% -5.3% -6.2%

月走势

SC2303-

SC2304

SC2303-

BR2304

SC2303-

Oman2304

DME Oman

2304

月间价差 内外价差 期现价差 到岸价

元/桶 美元/桶 元/桶 元/桶

昨日收盘 -2.50 -22.95 -1.95 532.25

日涨跌 -1.7 9.8 9.9 1.8

月走势

国际油品期货价格

国际油品期货月差

国际油品期货价差

中国原油期货价量

中国原油期货价差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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