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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真价实 

燃油需求尚可 关注宏观环境影响 

——2022年燃料油市场展望 

2021年 12月 15日 

要点提示： 

1. 国内炼厂转型升级下燃料油产量或成压缩趋势。 

2. 疫情影响下国内出口订单仍将延续强劲，船用油需求仍可期待。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受疫情影响及美联储政策转向影响，经济增长前景

不明，美元即将进入强势周期，货币环境不利油价持续上行。国际

油市供给边际向松，炼厂利润回归，成品油的边际增量预计提升，

预计2022年二季度供需缺口转负为正，下半年价格中枢随累库进程

下移。 

燃料油长期跟随国际油价走势的基本观点不变。国内炼厂转型

升级下燃料油产量或成压缩趋势，疫情影响下国内出口订单仍将延

续强劲，外贸航运需求成油价支撑因素，燃料油供需格局整体偏强；

但考虑到明年内外收紧的金融市场预期，全球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大宗商品价格或整体承压下行，或将影响燃料油价格走

势。 

投资策略：燃料油需求尚可，关注宏观经济增长预期及国际油价

走势，波段操作为主，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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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年初-3 月中旬 OPEC+减产以及美国冬季暴雪带来的停工影响，燃料油跟随国

际油价大幅上涨；航运贸易超预期复苏，新加坡燃料油库存持续降至 5 年均值之

下位置，燃料油库存问题得到超预期缓解。 

3 月-6 月底燃料油整体维持震荡走势，一方面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普及以及每

日新增确诊人数的下降，前期受到疫情影响较大而维持开工率低位的欧洲炼厂将

逐步增产，炼厂开工率的回升导致燃料油的供应被动增加；另一方面由于 Delta 病

毒疫情引发多国新的社交隔离措施，市场担忧能源需求增长放缓的情绪浓厚，压制

油价整体涨幅。 

7 月-8 月中下旬燃料油价格高位回调，虽然 8 月是燃料油发电季节性需求旺

季，但全球原油边际增产，受沙特采购量持续处于低位影响，燃料油价格持续回落。 

8月底-10月中旬燃料油价格出现较大涨幅，主要原因是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下，

部分地区出现能源危机，导致“用电荒”的局面出现叠加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低位维

持，能源品价格暴涨。 

10 月中旬至今美国联合多国释放 SPR 打压油价，叠加新型毒株 Omicron 快速

传播，市场对于明年油市供需情况观点不一，恐慌情绪下油价快速回落拖累燃料油

价格走势。 

图表 1: 2021 年燃料油期价走势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宏观市场展望 

2.1 国际：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金融市场流动性趋紧  

自 2021年初以来，市场非常重视全球 CPI上涨的问题。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进

一步走高，通胀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年底人们对失控的通胀担忧急剧增加。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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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年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局部地区受气候以及供应链问题造成能源短缺，进一步

推升居民的生活成本问题。在过去 3 年中，美国的通胀上升速度要快于欧元区。

2022 年涉及民主党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包括美国社会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居民

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与供应链始终无法恢复的矛盾是拜登政府 22年重点解决的问题。

市场对于美联储缩表的预期随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年底的讲话不断提前，预计美

国的通胀下降幅度可能大于欧元区。 

美联储货币政策确定转向紧缩，市场预期按照现在缩减购债的速度，美联储 11

月之后每月少购债 1200亿直至明年 6月停止购债，美联储最早加息的时间或为明

年 7月至 9月。来自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认为，即使美联储在 2022年停止购买债

券，其资产负债表仍将超过名义 GDP 的 37%，仍将比上一次危机高峰期高出 11%，

为政策留下了很大空间。即便如此，2022 年金融市场流动性趋紧，大宗商品压力

不减，此外全球各国央行已经在提前进行着类似加息的紧缩活动。 

图表 2: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占 GDP 的比重 图表 3: 全球央行利率政策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Morgan Stanley Research ；Bloomberg 

2.2 国内：外需持续增长，内需面临下行压力 

2021 年国内经济增长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出口贸易的稳健增长，疫情暂停了成

本导向下的全球制造业转移进程，许多国家的制造业体系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时中

国良好的防疫成果和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是吸引海外订单回流的根本保证。1）从微

观上看，义乌小商品指数持续走强，与日常消费无关的“圣诞节订单”非常火爆，

表明海外购买力持续强劲。这些得益于疫情下欧美政府的救济金政策，海外央行持

续注水下欧美居民部门的财富相对充裕，2022年购买力预期持续强劲。2）从宏观

上来看，多数发达、发展中国家纷纷选择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放开人员及

货物流动，制造业短暂恢复的质量堪忧，除非像中国一样拥有从螺丝钉到整条流水

线的完备制造业体系，否则一个国家的疫情失控会牵连许多国家的工业生产停摆。

基于全球化的商品供应链体系存在被疫情反复摧毁的风险，供给得不到稳定保障，

最终还会促使订单流入最稳定的“世界工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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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义乌小商品指数 图表 5: 国内出口数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明年经济下行风险主要来自于内需的持续萎缩。1）基建投资是稳定内需的

重要基石，21年在中央降杠杆的指示下财政相对偏紧，为明年基建托底提供支出

空间，但是需要注意平衡的是明后年地方债大量到期偿还的资金压力；2）房地产

行业信贷收紧，“三道红线”限制房企的债务增长，地产前端投资受限，房屋土地

新开工面积大幅下滑，围绕地产行业的各产业链均表现低迷。同时在内需不畅的

背景下，众多企业自发的减少资本扩张转而以减少负债降杠杆为主要目标，造成

实际利率高于企业居民部门的自然利率，无疑加重了经济的下行压力，对于工业

品走势影响较大。 

三、国际油市展望 

3.1 需求恢复弹性较大，上游资本投入意愿不足 

国际油价年内维持上行走势，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各国解封后原油需求的持续

恢复，经济复苏的预期不断抬升。当然 2021年疫情形势较去年有了较大变化：1）

疫情常态化，疫苗作用有限；2）疫情周期存在一定规律性，除了季节性规律外，

病毒感染人数的增速 2个月达到高峰，随后 2个月回落低谷。3）病毒的快速迭代，

突变体不断增加，给防疫抗疫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受此影响，全球能源消费前景越

来越难预测，市场情绪起伏不定，国际油价波动也越来越大。由于新毒株传播效率

越来越高，传播途径愈加隐蔽，原油需求恢复的弹性较大。 

由于疫情下国际油市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OPEC+采取偏谨慎的增产态度，

同时疫情严重挫伤了美国页岩油的投产热情，上游企业纷纷选择修复自身估值为

主的经营策略，而净零排放以及能源替代等政策亦将驱使各国对于传统油气产业

的资本投资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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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全球疫情新增趋势图 图表 7: 美国原油 ETF 波动率指数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2 美油库存长期处于偏低水平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截止目前，美油库存水平在 4.3287 亿

桶，环比持续降低，原油库存比去年同期低 14%、比过去五年同期低约 7%。按季节

性规律来看，当前处于美油累库周期，但是累库力度远不及往年。一方面炼厂开工

增加了美油库存的消耗，另一方面年内页岩油增产力度不及预期。此外美国汽油库

存总量 2.19亿桶，汽油库存比去年同期低 7.8%、比过去五年同期低约 5%；馏分油

库存为 1.26亿桶，馏份油库存比去年同期低 16%，比过去五年同期低约 7%。从汽

油库存数据来看，疫情对于民众出行影响不及预期，考虑到美国居家办公常态化，

跨州出行或为库存消耗的主力军，特别在美国旅行禁令解除后，旅游出行活动日益

频繁。从馏分油数据看，美国工业用油需求也较为旺盛，拜登政府长期经济刺激政

策下成果显著；近期传出拜登政府可能放开部分生物柴油混兑比例，明显利好炼油

企业，美国炼厂加工总量平均每天 1578.5万桶，开工率普遍维持在 70%-80%之间，

后续炼厂开工仍有提升空间。全美能源消费恢复明显，后市展望偏强。 

图表 8: 全美商业原油库存 图表 9: 全美汽油库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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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受疫情影响及美联储政策转向影响，经济增长前景不明，美元即将

进入强势周期，货币环境不利油价持续上行。国际油市供给边际向松，炼厂利润回

归，成品油的边际增量预计提升，预计 2022年二季度供需缺口转负为正，下半年

价格中枢随累库进程下移。 

四、燃料油市场展望 

4.1 产能优化下国内产量收缩 

过去几年国内大炼化项目集中上马，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快速提升，国内

成品油市场竞争格局日趋激烈，部分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炼厂

产能优化、结构转型势在必行：1）成品油产能分配上柴油份额将受到压制，同

时淘汰中小炼厂，减少沥青、燃料油等低附加值产品的产出。2）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表明国家推动炼油型炼厂向

化工型炼厂转移的决心，增加原油轻质部分的提取利用，减少耗能较大、附加值

较低的重油加工的比例。 

4.2 轻重油价差变化 

全球原油品质结构由于美页岩油的大量投产而悄然改变，轻重价差不断缩

窄；但近期 OPEC+增产以重油为主，同时美页岩油增产受阻，造成轻重油供给结

构不平衡，导致轻重油价差扩大。中美两个全球消费大国的大量炼厂装置以中、

重质原油为主，轻质原油为辅，需求结构也在悄然变化。国内通过成品油税收制

度改革逐步淘汰中小炼厂的落后重质产能，轻重油价差变化下或将影响燃料油裂

解利润进而影响供给情况。  

4.3 航运贸易恢复“困难重重” 

2022年船用油需求难以乐观：1）疫情影响下，各国公共卫生防疫措施具有

不可预测性，导致港口突然关闭或减少作业人员，对于远洋运输公司的线路安排

产生较大阻碍；2）承运与托运公司合同制定愈加复杂化，由于自中国进口货物

多由海外进口商托运，线路运输效率无法达到最优化结果，原本固定合同费率向

浮动合同费率转变，物流成本的不断增长阻碍贸易的自由运行；3）由于各国政

府对于港口货物滞港的处理方式不同，合同纠纷会将滞港问题放大，造成本就并

不宽裕的物流运力受阻，即便寻找新的航线替代也需要时间，也是威胁船用油需

求的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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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轻重油价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受疫情影响及美联储政策转向影响，经济增长前景不明，美元即将

进入强势周期，货币环境不利油价持续上行。国际油市供给偏紧趋势预期延续，炼

厂利润回归，成品油的边际增量预计提升，预计 2022年二季度供需缺口转负为正，

下半年价格中枢随累库进程下移。 

 

 燃料油长期跟随国际油价走势的基本观点不变，国内炼厂转型升级下燃料

油产量或成压缩趋势，疫情影响下国内出口订单仍将延续强劲，外贸航运需求成

油价支撑因素，燃料油供需格局整体偏强；但考虑到明年内外收紧的金融市场预

期，全球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大宗商品价格或整体承压下行，或将影

响燃料油价格走势。  

 

投资策略：燃料油需求尚可，关注宏观经济增长预期及国际油价走势，波段

操作为主，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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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

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

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