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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产业链分析

主旨导读

今年以来沥青期货价格走出了一个“M 型”，从 2 月份的急速拉涨到三月份迎来了一个

急转弯，之后在二季度在波动中上升，可终究没跨过 3700 大关，到 7 月份开启了跌跌

不休的局面，尤其是 8 月沥青期货价格再下一城，可谓是沥经风霜。

来源：博易大师

那么沥青本身的身世是否如盘面价格一样坎坷呢？它从何而来？又讲到哪里呢？还得

从产业链开始看起。

产业链

沥青主要是指由高分子的烃类和非烃类组成的黑色到暗褐色的固态或半固态粘稠状物

质，它全部以固态或半固态存在于自然界或由石油炼制过程制得，是一种防水防潮和

防腐的有机胶凝材料。

根据沥青再自然界中的获取方式主要可分为地沥青和焦油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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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沥青主要包括天然沥青和石油沥青，前者是储藏在地下，由于长期受地壳挤压与空

气、水接触逐渐变化而形成，后者主要是原油蒸馏后的残渣；煤焦沥青是炼焦的副产

品。

沥青分类 /来源：WIND

沥青主要用于涂料、塑料、橡胶等工业以及铺筑路面等，是重要的基础建筑材料，在

道路、建筑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沥青产业链 /来源：Wind

沥青分为多个品种，而期货里的沥青主要指的石油沥青，因此接下来文章所描述的沥

青为石油沥青。

相关中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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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产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世界各地都致力于道路等基建建设，尤其是以美国和英国为

首的欧美地区不断完善公路网络，因此石油沥青的产量不断增长。到了 90年代后期，

随着发达国家道路体系的成熟，对沥青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沥青产量也从以内需为

主过渡到出口为主。

进入 80年代中后期，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迎来了道路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沥青

产量迅速激增，年均增长率跃居世界首位。

我国在 2013 年以前产量不断高升，到 2013 年迎来了一个产量迎来了一个小高峰。2014

年收到产能过剩的影响，产量上升动力不足，增速明显下缓。之后我国的产量基本维

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到 2017 年受到中油代工厂增量投产的影响，沥青产量又迎来一

个高峰。

2019 年后我国石油沥青增速重塑，2019 年石油沥青的产量为 5039 万吨左右，较 2018

年增加 25.19%；2020 年虽然受到春节以及疫情因素，上半年开工率有所下滑，但全年

产量仍达到了 6279.6 万吨，同比增长 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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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目前，截至到今年 7 月底，我国沥青总产量达到 3375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24.92%，

由于沥青产量具有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淡季在每年的 1、2 月，而旺季在每年的 6-10

月，虽然夏季消费旺季已经结束，预期后期沥青产量会再次迎来一波高峰，全年沥青

的总产量会超过 6500 万吨，但根据相关产能数据，预期 2021 年下半年新增产能增速

环比下降。

具体而言，今年以来，沥青处于长期高累库的一个事实。截至 9 月 1 日，国内沥青总

库存为 204.2 万吨，较去年同期上升 26.48%，较 2019 年上升 69.53%。因此整体来看

后期极有可能会影响后续企业冬储备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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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今年随着夏季结束，沥青消费迎来淡季。由于沥青炼厂利润持续下滑，国内炼厂的生

产积极性下降，开始主动降低负荷或者转产降低亏损。从数据上看，九月国内重交沥

青炼厂开工负荷平均不超过 50%，与往年同期数据相比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沥

青供应也呈下降态势。

从地域上来看，我国沥青的主要产区在华东、华北和华南三个地区。其中山东省为沥

青生产第一大省，在 2020 年山东全年沥青产量为 3520.9 万吨，占总产量约 56%，其次

是辽宁省 2020 年产量为 1135 万吨，占据全国总产量近 2 成。除此之外，沿海地区如

江苏、浙江、广东省在沥青产量方面的贡献也与日俱增，三省加起来的总产量也占据

了全国近 3成。

我国沥青主产省产量 /来源:Wind

从供应分布来看，我国第一大生产方是中石化，其原料主要进口中东原油；其次是中

石油以及地方炼油厂，这两者比重最大，主要进口马瑞原油；最后是中海油，主要用

36-1 油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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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我国石油沥青消费量逐年增长，2020 年表观消费量累计值为 6699.28 万吨，与国内生

产量存在近 500 万吨的缺口，同比 2019 年增长 24%，增速有所放缓。今年前 7 个月表

观消费量达到了 5017.96 万吨，预计到年底消费量有望达到 8000 万吨。

来源：Wind

石油沥青的消费主要涉及公路、市政、机场及建筑防水等，目前，我国沥青消费主要

用于道路市场、防水市场、船燃市场以及焦化市场四大市场，其中其中公路建设是拉

动沥青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力量，全年消费量占据了整个消费量近 80%，近一年内维持月

均 250 万吨左右的消费量。

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需求同比表现较好。1-6 月沥青需求累计同比去年增长超过 10%，

虽然道路建设是需求的主力军，但是细分来看道路建设的需求累计同比增加 7.9％，反

观防水市场需求累计同比增加 22.2％，明显拉动了总体需求。今年防水市场需求的明

显回升主要跟国内地产后周期，以及基建里面的旧城改造板块的加大投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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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

进口

来源：Wind

由于我国石油沥青的广泛需求，目前我国仍是石油沥青的净进口国家，但随着我国产

能不断递增，依存度逐渐下滑。2020 年我国进口了约 476 万吨石油沥青，同比增长 11%，

这也是近五年来，最大的一次进口幅度。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2020年美国进一步对造成国内马瑞油进口量停滞，因多年受到封锁，

其自身原油产量也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国内基本在 19年 9 月就停止了直接的马瑞

油进口，转而进口马来西亚转口过来的原料以及其他国家的替代油品原料。与此同时，

2020 年一季度开始，国内炼厂生产高利润的驱使国内炼厂进口原料动力十足，都在积

极寻找作为马瑞油的其他替代品，稀释沥青成为国内炼厂的主要进口标的。另外，后

期国际原油大幅下跌等原因也极大提升了稀释沥青的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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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是我国石油沥青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其中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

为我国进口来源前三大国家。2020 年分别从这三个国家进口了 132.98 万吨 、239.73

万吨、57.38 万吨，占总量近 90%。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半以上的沥青都从韩国进口，因此应该重点关注韩国的进口量

情况。比如注意当下疫情对国内后期进口量带来的潜在影响。

出口

来源：Wind

我国石油沥青多用于满足国内消费，因此出口量比重不大，并且近几年的出口量自 2018

达到顶峰状态后，开始逐年下降。2020 年我国沥青出口量为 56万吨左右，出口总额为

21152.69 万美元，同比去年下降 13.55%。今年截止到 7 月份我国石油沥青出口量不到

40万吨，但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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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沥青出口产销国来看，2017 年中国超过 90%的沥青出口至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地区，

单单出口至澳大利亚的沥青占比已达到 48%。近年来，随着中澳关系的紧张，对于澳洲

的出口有所下降，目前最大的出口国为马来西亚。

未来，随着越南、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的不断发展，对道路建设的不断增加，会增加

对沥青的需求，这从侧面也是对中国出口的一个利好支撑。

影响因素

●道路建设的刚性需求

从沥青的消费端我们就知道沥青需求和道路建设的刚性需求息息相关。因此道路建设

的需求直接引导了沥青价格的上涨。当国家经济向上，对公路等基础建设的需求旺盛，

沥青价格上涨；反正如果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公路等基建的资金紧张，会造成沥青价

格小幅下降。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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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年数据看，我国公路建设投资额自 2017 年增速达到顶峰后，开始不断下滑，这和

2018 年金融危机以及我国道路建设的不断完备有关系。

从今年的国内的公路投资数据来看，我国一季度的公路投资总额为 4292 亿元，同比去

年有很大的增长。这背后主要还是受益于受益于国内加大基建投入来冲抵疫情的影响，

使得 2020 年相比往年有进一步的增幅。

就下半年的判断，按照季节性规律来看，下半年的道路市场需求表现相对更好。并且

随着下半年地方债发行恢复正常，预计基建项目会逐渐释放，下半年的沥青价格会在

需求端有所支撑。

●国际原油的价格影响

由于沥青是一种石油炼油后留下的余渣，因此石油沥青的价格和国际原油价格息息相

关。原油的剧烈波动推动了与之血脉相近的沥青期货的活跃，当原油预期价格走高时，

沥青价格也会呈现同向变动。

来源：博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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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今年 9月初，OPEC+同意坚持其逐步增加石油产量的现有政策，从 10月之后逐月

增加 40万桶/日的原油产量，这意味着全球原油供应将逐渐增加，对沥青价格也形成

了向上的支撑。

●季节因素

沥青的需求受到气温的影响，比如冬季温度低，不宜铺设沥青，终端需求停滞。因此

一般来说，8-10 月份是每年沥青需求的旺季，12月至来年 2月为淡季，价格一般表现

下跌。

除此之外，降雨的增加也会对道路建设有所拖累，比如近期华东、华南部分地区降水

量较往年同期大增，局部地区预计将高达 1 倍以上严重影响了道路建设的恢复也间接

影响了沥青价格。

燃料油的影响

燃料油是从原有中分离的汽油煤油柴油等的剩余物。很多炼厂进口原油以后,如果燃料

油的价格比较高,那么他们就不会再生产沥青了,而是直接销售燃料油,只有沥青的价

格看涨,他们才会再次提炼生产沥青，所以沥青价格从理论上讲的价格与燃料油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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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易大师

焦化料的影响

焦化料和沥青也存在替代生产关系。如果炼厂生产沥青就不能生产焦化料，生产焦化

料则不能产沥青。

一般生产商会以利润与订单来安排是生产沥青还是焦化料。前面说过国内企业特别中

海油炼厂由于使用的是 36-1 油，而这种油可以提炼出焦化料，因此厂商可以根据利润

来决定生产沥青还是焦化料。

而由于中石化与部分使用马瑞油沥青受原料限制难以灵活转产，转产需要更换原料。

下半年来看，尤其三季度是延续二季度夏季用油高峰，汽柴油消费将会进一步回升，

将使得焦化当前较好的生产利润可以维持，因此则成本端的抬升将抑制沥青生产利润。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种主要是税收以及环保政策影响石油沥青的价格。

税收政策有利有弊，比如在今年 3 月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种，总理宣布将制

造业等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将至 9%，

增值税降低对于部分炼厂单一配套装置且“油头化尾”尚未布局成型带来重大利好，

而相对于成熟度比较高的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利好石油沥青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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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6月 12日开始对稀释沥青征收消费税的举措又使得市场预期后期产量将大幅减

少带来对沥青价格的支撑。

而当地方宣布一些环保政策，或者环保停工检修等则会耽误基建，不利于沥青供给端

生产。

交割细则

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沥青期货交割品级为 70#A 级道路石油沥青；消费地和品种关系要

理清，70#沥青在南方的使用相对较多，北方以 90#沥青居多。

来源：上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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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交割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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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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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交割厂库

来源：上期所

总结

对于石油沥青的研究思路主要是还是从供需两端入手。供给层面主要对应是的其

产业链的上、中游指标，而下游而应该重点关注道路建设的需求指标。其次，由于石

油沥青时石油的产成品，因此也应该重点关注国际原油的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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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及免责声明

本文由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制作，未获得公司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本

文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复制和发布。本文部分图片、音频、视频来源于网络，版权

归版权所有者，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予以删除。本文基于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

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文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不构

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同时提醒期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

市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