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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是 2009 年经学校批准成立的研究机

构，挂靠在管理与经济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中心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魏一鸣教

授 2006 年在中科院创建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EEP-BIT）面向国家能源与应对

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

系统研究，旨在增进对能源、气候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认识，并为政府制

定能源气候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能源企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为

社会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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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唐葆君，胡玉杰，周慧羚著.《北京市碳排放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魏一鸣，廖华，王科，郝宇等著. 《中国能源报告（2014）：能源贫困研究》.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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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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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葆君著. 《新能源汽车：路径与政策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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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元利率上行促使美元汇率继续走高，对

油价上涨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油价持续大幅上涨。然而，由于

石油现货市场基本面情况的改善，石油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得到舒

缓，油价看涨预期高于看跌预期，整体期货市场投资情绪相对乐观，

利于油价反弹。但石油地缘政治风险依然较强，叙利亚战争问题、伊

朗核问题、科威特石化产业罢工问题、中美俄等大国博弈问题依然一

触即发，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原油供需的不确定性，也增强了国际油价

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因此，2017 年非市场面因素一方面形成了油价

小幅上涨的一致预期；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石油市场风险，增大了国

际油价大幅震荡的可能性。 

运用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石油价格预测与

风险管理平台（www.iNEMS.org）对国际油价开展模拟分析，结果表

明：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2017 年 Brent、WTI 两市明显价差减小，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呈小幅上扬的态势。预计 Brent、WTI 原油

平均价格为 60 和 62 美元/桶，价格波动区间为 55-65 美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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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一、2016 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回顾 

（一）整体态势 

国际油价经过连续两年的下跌，于 2016 年触底反弹回升，虽然

年初仍延续 2015 年年底 30 美元左右的低油价，但 2016 年整年原油

需求平稳增长，需求增量大于供应增量，供需差首次收窄至 40 万桶/

日，支撑油价上行。下半年油价在 40-50 美元/桶的区间震荡，年末

减产会议落地大幅拉动油价。总体来说，2016 年油价逐步回升，原

油供应增量创八年新低，需求却平稳增长，减产会议达成后，供需关

系将进一步改善。 

2016 年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出由低价逐步上升的趋势，年初从 30

美元左右开始上涨，由于需求量增加、供给端新低，供需情况使得从

3 月中起，油价持续在 40-50 美元之间平稳波动，尤其上半年美联储

对于加息一再推迟，支撑油价反弹；虽然英国脱欧与特朗普推出财政

刺激拉升美元，但利比亚抗议活动、伊拉克南北矛盾、加拿大森林大

火、尼日利亚石油工人罢工等供应中断事件刺激油价上涨。其中虽有

美国公布原油库存连续增加因素使得油价稍有下跌，一度跌破 40 美

元/桶，但“利好”消息不断，非 OPEC 国家产量减少 100 万桶/日，

加之年末“减产协议”对油价更是强有力的支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Brent 油价从最低的 26.01 美元/桶升至 54.56 美元/桶，WTI 油



2 

 

价从 26.19 美元/桶的低位涨到 52.99 美元/桶，较最低点涨幅分别上

升了 28.55 美元/桶和 26.80 美元/桶。对比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全

年 WTI 油价和 Brent 油价价差波动呈现“扩大-缩小-扩大-持平”的趋

势。 

（二）油价演变历程 

2016 年国际油价相比 2015 年明显增长。年初油价依旧延续了

2015 年的低迷状态；上半年由于需求不断的恢复和石油市场复苏，

油价上升到 50 美元附近（如图 1）。期间，7 月底到 8 月初，美国股

市下跌幅度较大，导致国际市场对经济形势变化忧虑；加之库存持续

意外走高，国际油价又有明显下跌，在 40 美元附近波动；9 月和 10

月持续上涨，一度突破 50 美元/桶；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石油市场进

入平衡状态，年底的 OPEC 减产协议达成使得国际油价由 2016 年上

半年的低迷逐渐上涨。 

 

图 1  2016 年国际油价走势图（数据来源：EIA） 

（三） Brent 与 WTI 原油的价差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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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年对石油市场产生影响重大事件（数据来源：Wind） 

三、2017 年国际油价走势综合判断 

展望 2017 年，全球石油供需差缩小，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

供需形势好转。需求方面，印度经济持续发力，原油需求将进一步增

长；美国经济复苏，特朗普促进基建政策刺激原油消费；但受累于中

国、日本、欧洲地区石油消费增速放缓，世界石油需求总体上呈现小

幅上涨态势。供给方面，OPEC 国家及以俄罗斯为首的非 OPEC 国家达

成的减产协议能否顺利实行，成为影响世界原油供给的关键因素，若

减产成功，2017 年全球原油供给增幅将明显缩小；尽管 2016 年美国

商业原油库存高企，但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工业生产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的稳步推动，预计美国原油库存在 2017 年会有所下降，考虑到其

他 OECD 国家的影响，全球原油库存将出现稳中有升局面。从基本面

因素来看，2017 年，受益于美、印经济稳步发展，全球经济在低迷

中小幅企稳；同时，OPEC 国家达成一致减产协议，世界原油供需关

系的好转或将促使油价进一步小幅上涨。 

    2017年非市场面诸多因素并未形成油价大幅上涨的一致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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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美政局、地缘政治冲突将加大油价波动风险 

2016 年地缘政治冲突形势依然严峻，国际社会对 ISIS 的打击力

度逐步加大，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重创了伊斯兰国组织。1 月

利比亚武装抗议者通过关闭两个大型油田，向利比亚临时政府提出政

治和经济诉求，造成上半年利比亚原油出口大幅下降。5 月尼日利亚

尼日尔三角洲遭叛乱分子袭击，致使石油产量大幅下降，7 月该国又

出现了大面积石油工人罢工事件，使其石油产量再次减少。 

除却恐怖主义争端，4 月科威特石油工人展开了“无限期”罢工，

抗议政府计划裁减薪资和对妇女待遇不公现象。5 月，加拿大北部艾

伯塔省石油重镇麦克默里堡遭遇加拿大史上最严重火灾，导致位于火

灾灾区附近的油田关停或减产，石油日产量预计减少 80 至 100 万桶，

约占加拿大石油日产量的四分之一。9 月初，墨西哥湾的石油生产平

台受飓风影响，关闭 9 个生产平台。 

2016 年的欧美政局也一直影响着国际油价的走势。6 月英国宣布

脱欧，此举引发市场避险情绪激增，石油作为风险资产，价格大幅回

落；11 月美国大选，特朗普成为美国新一届总统，特朗普反对奥巴

马政府 2015 年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也比较友好，

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缓和对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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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2015 年，2016 年 WTI 与 Brent 两种国际基准原油的价差

总体波动较为平缓，趋势为“扩大-缩小-扩大”（见图 2）。 

 

图 2  WTI 与 Brent 油价价差走势图（数据来源：EIA） 

1 月伊始，美国 WTI 原油价格一直高于 Brent 油价，但价差始终

较小，未超过 2 美元/桶；直到 2 月初，Brent 价格才反超 WTI 油价，

此次反超拉开了两者之间的价格，达到 4 美元/桶；3 月，欧洲市场的

价格高于美国市场，主要是由于市场预计美国原油库存再创新高。 

第二季度开始两者价差波动大幅度不大，最高仅达到 2.14 美元/

桶；在 4 月下旬，价差为欧洲市场价格高于美国市场 2.14 元/桶；5

月下旬，最高价差为 Brent 油价比 WTI 油价低 1.15 美元。 

第三季度整体变化相对较大，整体区间为 0-2.68 美元/桶。其中

7 月初，价差为正值，而 7 月底则转为负值。8 月和 9 月，WTI 价格

始终未能反超 Brent 油价，主要原因一是美国库存报告显示连续三周

上涨，二是沙特能源部长表示可能采取行动稳定油价，最终使得 WTI

价格走弱，Brent 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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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 WTI 与 Brent 价差由正转负。10 月与 11 月基本保持

WTI 油价与 Brent 油价的差值为正，最高达到 2.05 美元/桶。原因在于

美国总统大选使得市场保持观察的稳定情绪，欧洲市场却重复受到

OPEC 减产协议达成的情绪影响；进入 12 月 WTI 与 Brent 油价差值转

为负值，这主要是由于 11 月底 OPEC 组织最终达成减产协议，对欧

洲市场油价上涨有很大影响，而美国公布库存增加导致 WTI 价格下

跌，两者价差保持负值。 

二、2017 年国际原油市场形势分析 

（一）石油市场基本面分析 

    1.全球经济企稳回升，新兴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作用持续发

力，全球石油需求有望出现超预期增长 

2016 年，全球原油需求平稳增长，前三个季度消费量分别为 149

万桶/日、132 万桶/日、77 万桶/日，第四季度约为 140 万桶/日。分

地区来看，亚洲、前苏联地区和欧洲增量最大，分别为 86 万桶/日、

19 万桶/日和 15 万桶/日，其中，印度、中国和韩国位居前三。2015

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7.3%，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IEA

统计，2016 年其石油需求量达到 954.3 万桶/日，增长了约 30 万桶/

日，是世界石油需求的主要拉动力；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

经济增速放缓，工业用油出现下降，而汽油保持增长，IEA 统计，2016

年中国原油消费约为 1166 万桶/日，增长约 24 万桶/日（+2.1%），但

增量相比 2015年减少，其中燃料油和柴油分别减少 6.6万桶/日和 30.7

万桶/日；2016 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 2.6%，略高于其他国家，IEA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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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乐观情绪影响非商业净多头在 5 月份达到上半年的高点 36.9

万张，也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上半年油价的反弹。 

此后投资者对市场预期走低，净多头不断下降，油价也随之走弱，

净多头持仓在 30 万张左右震荡，到 10 月份，在 OPEC 减产会议的刺

激下多头持仓开始上升，净多头超过 40 万张合约，随后因为减产协

议实施的不确定性，净多头合约数开始下降，在 12 月 OPEC 和非 OPEC

国家都达成减产协议后再次大幅上升，于年终超过 43 万张，如图 5

所示。 

从 2016 年非商业持仓情况可以看出，受多次冻产、减产协议的

预期，以及其他社会事件影响，投资者持有的净多头震荡上升，投资

者对原油市场看多意愿不断增强。2017 年原油市场供需态势将会受

到年末多国减产协议影响，投资者或将延续 2016 年末强势看多趋势，

这将对 2017 年石油价格产生提振作用。 

 

图 5  CFTC 原油期货非商业持仓（数据来源：Wind、C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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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出现大幅增加，但受 OECD 国家拉动，呈现缓慢小幅增长态势。 

图 4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数据来源：EIA） 

（二）石油市场非基本面分析 

1、美元先降后升，一定程度上打压油价 

2016 年，美国延续前一年的强劲复苏势头，经济表现良好，消

费者信心指数、就业率等指标均有所上升。上行的美国经济态势促使

美元一路走强。在 2015 年美元指数波动持平的基础上，2016 年美元

指数从年初的 100 持续下挫，到 5 月份降至 91，此后随着经济形势

的变化一路上涨，于 2016 年底，突破 100 最高达到 103。预计 2017

年美国经济形势还将向好发展，美元继续走强，对国际油价形成打压。 

2、原油市场预期看多，市场预期被冻产、减产态势主导 

2016 年初油价触及低位，根据 ICE 统计数据显示，WTI 原油期货

空头持仓数量持续下降，从 2 月初的 35.7 万张下降至 6 月下旬的 19.7

万张，反之 WTI 原油期货非商业持仓做多不断增加，从一月初的 46

万张起，在月末达到 52 万张，此后高位震荡，5 月上涨至 55 万张，
5 

 

据显示，2016 年韩国日均石油需求为 257 万桶/日，增量为 16 万桶/

日，此外，韩国近年来与美国、欧洲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加之低油

价的推动作用，使其有更加灵活的原油来源；美国 2016 年四个季度

原油需求分别变化了 4 万桶/日、-4 万桶/日、8 万桶/日和 21 万桶/日，

总体上增长了 20 万桶/日；2016 年中东地区原油需求为 802 万桶/天，

比 2015 年增长了 5 万桶/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2016 年全年原油需

求为 799 万桶/日，相比 2015 年减少了 4 万桶/日。 

2016 年全球 GDP 增长率较 2015 年下降 0.5%，但 2017 年有回稳

现象。IMF 将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至 3.4%，其中，发展中国

家为 4.6%（+0.4%），发达国家为 1.8%（+0.2%）。以印度为代表的新

兴国家仍将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

内经济也有望回升。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预计 2017 年经济增速维持

在 6.4%左右，同时，经济结构改革使得我国石油需求增速下滑，2016

年我国对燃料油的需求为-27.8%，但对汽油、液化石油气等的需求仍

保持增长，因此总体上对原油的需求大概维持在 3%左右的低速增长

水平；特朗普上任后，鼓励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基建将带动能源

消费的增加，加之美国经济的复苏，双重动力将刺激美国能源消费，

因此预计 2017 年美国石油需求将会出现明显增加；欧洲刚刚经历英

国退欧，改事件的影响或到 2017 年开始逐渐凸显出来，此外，受到

难民潮和 ISIS 恐怖袭击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欧洲经济的复苏或将进

一步延迟，由此可以预测，2017 年欧洲原油需求可能会出现小幅下

降；近年来，中东地区众多新炼厂建成投产，原油需求将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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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IA 预测，2017 年中东地区的石油需求有望增加 11 万桶/日。 

综合看来，由于全球经济的企稳回升，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尤其是印度等新兴国家的需求拉动，2017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温

和的增加。 

2.OPEC 国家达成减产协议，俄罗斯带领非 OPEC 国家减产，美国

页岩油难出现爆发式恢复，2017 年全球原油产量温和增长，增量显

著下降。 

IEA 预计 2016 年全球原油产量约为 9670 万桶/日，相比于 2015

年，增幅仅为 10 万桶/日，为八年以来的最低点。根据《OPEC 世界

原油市场数据统计》，OPEC 国家 2016 年产量可达 3305 万桶/日，比

2015 年增加约 95 万桶/日。2016 年 11 月 30 日，除伊朗、利比亚和

尼日利亚以外的所有 OPEC 成员国达成减产协议，伊朗将产量冻结在

制裁前水平——379.7 万桶/日，利比亚与尼日利亚被豁免。协议有效

期为 6 个月，从 2017 年开始执行，各国均接受了一定的减产配额。

根据历史经验，OPEC 国家 6 个月的减产执行率可以达到 80%以上，

伊朗虽未达成减产协议，但美国国会已经同意将《对伊朗制裁法案》

延迟到 2026 年，伊朗原油产量的增加将受到限制。因此可以预计，

2017 年上半年 OPEC 国家原油产量不会出现明显上升，基本可与 2016

年持平甚至出现下降。 

在长期低油价压力下，非 OPEC 国家原油产量出现下降，前两个

季度分别下降 104 万桶/日和 156 万桶/日，随着第三季度油价回升，

产量也有所回升，增幅达 49 万桶/日。非 OPEC 国家中，俄罗斯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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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也已达成减产协议，虽然美国页岩油产量随着油价的回升出现增

加趋势，但受限于储采比（储采比为 12，不到沙特的五分之一）以

及成本和资金压力，美国页岩油在 2017 年不会出现大幅增加，因此，

在俄罗斯牵头作用下，预计 2017 年非 OPEC 国家原油产量只会出现

温和增长。综合看来，2017 年全球原油产量仍将出现小幅上升，但

增量减少。 

 

图 3 全球原油供需平衡分析及预测（数据来源：OPEC） 

3.全球原油库存稳中有升，呈现缓慢小幅增长态势 

据 EIA 相关数据统计，2015 年开始，OECD 国家商业原油库存一

直处于上升趋势，2016 年 12 月，其原油储备达到 65 天使用量，预

计 2017 年仍会出现缓慢的上升；2015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上半年，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走高，但在第三季度出现下降趋势，从第一、二季

度的约 5 亿桶下降到年末的 4.7 亿桶，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支持基础设

施建设，基建带动能源消耗，因此预计 2017 年美国原油库存不会出

现明显上升，甚至会略有下降。综合看来，全球原油库存在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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