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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美国原油库存增加不及预期：我们预计增加 73 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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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十五期专题报告

行业研究——周报

本期内容提要:
 【信达石化原油库存预测模型】为提前预判美国每周原油库存变化和每周油价走势，信达证券

石油开采行业
250%

原油价格

石油开采

200%
150%
100%

左前明

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

执业编号：S1500518070001
联系电话：+86 10 83326795
邮 箱：zuoqianming@cindasc.com

50%
0%
16-0216-0516-0816-1117-0217-0517-0817-1118-0218-0518-0818-1119-02

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2019 年 4 月 17 日

陈淑娴

研究助理

联系电话：+86 10 83326791
邮

箱：chenshuxian@cindasc.com

洪英东

研究助理

联系电话：+86 10 83326702
邮箱：hongyingdong@cindasc.com

石化研究团队通过建立并综合 4 大模型：美国原油产量模型，美国炼厂开工及需求模型，基于
油轮定位和装卸跟踪技术的美国原油进出口模型，和基于卫星扫描技术的美国陆地库存监测模
型，以给出我们对美国每周原油供需及库存变化的预测值。
 【信达石化美国原油库存预期】根据构建的 4 大模型，我们预测过去一周 2019.4.5-2019.4.12

美国原油总供应和总需求分别为 16.15 百万桶/日和 16.05 百万桶/日。其中，美国原油总供应=
美国原油产量+美国原油净进口，我们预计美国原油产量为 12.20 百万桶/日，美国原油净进口
量为 3.95 百万桶/日。因此，信达预测过去一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73 万桶”。需要指出的是，
该预测是我们构建的模型的测试结果，随着时间序列的拉长，我们后续也会适当调整模型以提
前给出更加准确的预测。

 【华尔街一致预期】华尔街对 2019.4.5-2019.4.12 一周内美国原油库存变化的一致预期为“增

加 145 万桶”，因此信达预计美国原油库存增加幅度不及华尔街一致预期，信达同华尔街分歧
72 万桶。由于信达同华尔街一致预期分歧小于 100 万桶，如果周三公布的原油库存变化接近
信达预测，我们认为短期油价（周度，本次报告发布之后的 5 个交易日）大概率震荡。本周
EIA 库存将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晚间（北京时间）公布。
 【附注】华尔街四大金融信息和数据服务商中的彭博（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普氏（Platts）均对 2019.4.5-2019.4.12 一周内的美
国原油库存变化进行了围绕全球市场顶尖分析师各自的预测模型的调查统计！4 家机构在 2019
年 4 月 16-17 日期间公布了各自的调查预测数据，分别为增加 101 万桶、增加 190 万桶、增
加 110 万桶和增加 180 万桶。我们取 4 家机构的均值
“增加 145 万桶”作为 2019.4.5-2019.4.12
这一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变化的华尔街一致预测。
 【信达石化美国原油库存上周预测结果回顾】在 2019 年 4 月 10 日《预计美国原油库存超预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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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我们预计增加 363 万桶！》中，我们预测 2019.3.29-2019.4.5 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363 万桶”，华尔街一致预期为“增加 240 万桶”，而 EIA2019 年 4 月 10 日晚间公布美国原
油库存“增加 703 万桶”， 我们预测比华尔街一致预期更接近 EIA 公布实际库存变化数据。

 【风险因素】需求不及预期，产量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卫星扫描精度误差，油轮进出港追踪

定位误差，阿拉斯加产量季节性波动误差。
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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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美国原油库存增加不及预期：我们预计增加 73 万桶！
【信达石化原油库存预测模型】为提前预判美国每周原油库存变化和每周油价走势，信达证券石化研究团队通过建立并综合 4
大模型：美国原油产量模型，美国炼厂开工及需求模型，基于油轮定位和装卸跟踪技术的美国原油进出口模型，和基于卫星
扫描技术的美国陆地库存监测模型，以给出我们对美国每周原油供需及库存变化的预测值。
【信达石化美国原油库存预期】根据构建的 4 大模型，我们预测过去一周 2019.4.5-2019.4.12 美国原油总供应和总需求分别
为 16.15 百万桶/日和 16.05 百万桶/日。其中，美国原油总供应=美国原油产量+美国原油净进口，我们预计美国原油产量为
12.20 百万桶/日，美国原油净进口量为 3.95 百万桶/日。因此，信达预测过去一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73 万桶”。需要指出的
是，该预测是我们构建的模型的测试结果，随着时间序列的拉长，我们后续也会适当调整模型以提前给出更加准确的预测。
图表 1：我们对 2019.4.5-2019.4.12 一周内美国原油总供应和总需求的预测（百万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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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注：总供应=产量+净进口量，总需求=炼厂加工量

【华尔街一致预期】华尔街对 2019.4.5-2019.4.12 一周内美国原油库存变化的一致预期为“增加 145 万桶”，因此信达预计
美国原油库存增加幅度不及华尔街一致预期，信达同华尔街分歧 72 万桶。由于信达同华尔街一致预期分歧小于 100 万桶，如
果周三公布的原油库存变化接近信达预测，我们认为短期油价（周度，本次报告发布之后的 5 个交易日）大概率震荡。本周
EIA 库存将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晚间（北京时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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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我们和华尔街对 2019.4.5-2019.4.12 一周内美国原油库存变化的预测（百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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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普氏，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附注】华尔街四大金融信息和数据服务商中的彭博（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普氏（Platts）均对 2019.4.5-2019.4.12 一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变化进行了围绕全球市场顶尖分析师各自的预测模型的调查
统计！ 4 家机构在 2019 年 4 月 16-17 日期间公布了各自的调查预测数据，分别为增加 101 万桶、增加 190 万桶、增加 110
万桶和增加 180 万桶。我们取 4 家机构的均值“增加 145 万桶”作为 2019.4.5-2019.4.12 这一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变化的华
尔街一致预测。需要提醒的是，这四大金融信息和数据服务商并非每周都会公布对美国原油库存的预期，我们始终取可获得
的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华尔街一致预期。
【信达石化美国原油库存上周预测结果回顾】
在 2019 年 4 月 10 日《预计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增加：我们预计增加 363 万桶！
》
中，我们预测 2019.3.29-2019.4.5 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363 万桶”，华尔街一致预期为“增加 240 万桶”
，而 EIA2019 年 4
月 10 日晚间（北京时间）公布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703 万桶”，我们预测比华尔街一致预期更接近 EIA 公布的实际库存变化
数据。
【风险因素】需求不及预期，产量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卫星扫描精度误差，油轮进出港追踪定位误差，阿拉斯加产量季节
性波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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