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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原油走势：45美元上方的低位？
2017年原油走势：45美元上方的低位？
随着能源系列产品即将结束2017年上半年的走势，价格波动
似乎对“历史最难以承担”的美国原油供应变化的现象有所
忽略。近月WTI原油价格从1月份的最高点一度下跌每桶14美
元，基金的投资热度已大幅消减。随着5月底/6月初延续下
行趋势，交易走势似乎并不太看好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而出现
的周期性需求改善。

供应量大但趋于平稳
此外有迹象表明，国际市场处于供需平衡的情况。国际能源
署认为，这种平衡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是在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生产国之间减产协议实施之前。随着最近该协议延长九
个月（至2018年3月）和欧佩克领导人暗示未来产量可能下降
1%至1.5%，这似乎显示一些供应量减少将维持足够长时间以
致对全球供应绝对水平有所影响。
从短期来看，美国原油库存在过去两个半月内已经缩减，据
称，国际石油生产国的商定减产执行率已达到97%。今年以
来这种价格的下滑也有可能开始阻碍美国的钻机运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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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良好且渐入佳境
除了发达国家的正常周期性需求增长和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持续
增长之外，过去三年全球汽车销售的突飞猛进应继续扩大对精
炼能源产品的需求。单单去年，美国总驾驶里程“增加”了
1200亿英里，我们假设世界其他地方的驾驶里程正在出现类
似的增长。即使（净）全球需求下滑，美国对中国等非典型
客户的原油出口也在增加。此外，美元计价的油价正在变得
便宜（参考以日元、欧元和人民币计价的WTI图表），这应该
会刺激需求。世界石油贸易大部分以美元计价，而自2016年4
月以来的最低平价结合消费国货币的走强，这不仅可以刺激世
界石油需求，也为世界经济带来重大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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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正在减少，而其
本土供应正为经济带来保护以防范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除了
长期需求发展外，还有较短期的证据表明，周期性需求正在上
升，其中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2017年将迎来每天25万
桶的净增长需求。此外，美国每周隐含汽油需求最近创出新的
历史纪录，在夏季驾驶季节之初便达到了！
需求不断上升，美国原油出口的情况当然也在变化（从上图
可以看出）。随着净出口的上升，有理由认为骤增的美国石
油生产将在某个地方找到下家。我们看到，国际石油生产国
试图减产来削减全球的供应过剩，这已经招致美国夺取其海
外的市场份额，而这种情况有助于平衡世界石油市场，而在
这个市场中，欧佩克的力量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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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面证据显示价值达到5月低点
鉴于原油期货的投机和基金净多头在2月21日达到601,016份
合约的历史新高，以及投资者似乎纷纷满仓能源部门，市场
出现四个月的清仓令人意外。截至6月份的第一周，我们估计
投机和基金多头已下降至38万份合约，比2月份的高点下降了
37%。从更短期来看，5月底和6月初的洗盘促使持仓量减少了
167,000份。其他短期动量指标已经达到超卖状态。
我们也猜测，随着美国每周隐含汽油需求不断上升，炼油厂
经营活动增加，以及高活动率下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将会
使油价从明显的看跌转为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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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机者和需要买方保护的最终用户的建议交易
策略：
• 买入48美元的9月原油看涨期权，并卖出54.50美元的9月原
油看涨期权，该套期保值的净成本为1.90。目标为3.10，该
交易止损为0.80。
• 购买9月1.67美元的9月RBOB看涨期权，并卖出1.84美元的
9月RBOB看涨期权，净成本为220。该套期保值的目标为
430，止损为100。
• 回调至45.80美元时买入8月原油期货。该头寸的目标价为
53.90美元，交易的止损价为44.50美元。
－The Hightower Report
info@hightowerre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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