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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

国际能源署（IEA）的工作涵盖能源领域的诸多议题，包括石
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供需、可再生能源技术、电力市场、能
效、能源可及性、需求侧管理等。国际能源署通过不懈努力，在30
个成员国、7个联盟国及全球其他地区倡导促进能源的可靠性、可
负担性、可持续性的政策。

国际能源署的四个工作重点是：

n  能源安全：倡导多样、高效、灵活及可靠的燃料及能源来源；

n  经济发展：支持自由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能源贫困；

n  环境意识：通过政策决策分析，减少因能源生产与消费造成
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

n  全球合作：与联盟国和伙伴国紧密协作，尤其是与
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探索全球能源与环

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包括: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卢森堡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欧洲委员会也参与了国际能源署的工作.

请注意本出版物在使用和分发时
有具体限制。相关条款请参照： 

www.iea.or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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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3 之旅的起点相对舒适。全球石油库存几乎消失，油价已经回升。油价上涨为减产国带来

了回报，也推动美国石油产量新一轮的增长。加上巴西、加拿大和挪威的增产，石油市场看上

去足够满足直至 2020 年的需求了。但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目前仍需要更多投资保障

供应安全，以满足未来强劲增长的石油需求。  

未来五年的石油需求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稳固的前景

强劲的世界经济有望支撑石油需求稳固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本报告展望期的前

段，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9%，预计各个区域经济都表现良好。强劲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石油，

我们预计石油需求增速将达到年均 120 万桶/日，到 2023 年石油需求将达到 1.047 亿桶/日，比

2017 年增加 690 万桶/日。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同，中国和印度将合计贡献近 50%的全球石油

需求。随着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消费导向，与 2010-2017 年间相比，中国到 2023 年间的石油

需求增速有所放缓。与此相反，印度石油需求增速将略有上升。  

虽然石油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达到峰值，但预计在 2018 年增加 140 万桶/日后，到 2023
年增速将放缓至 100 万桶/日。有多个国家的迹象表明，其他能源产品正在替代石油。拥有一

些世界最严格燃油效率和排放规定的中国是一个典型。在意识到城市空气质量问题急待解决后，

相关措施正不断加强。电动汽车的销量正在增加，天然气汽车特别是货车和客车也强劲增长。

我们的分析表明，越来越多的电动公交车和 LNG 货车将显著减缓中国柴油（gasoil）的需求增

速。 

化工产品是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中增加最快的是化工产品，尤其在美国和中国。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为化工业

开辟了一个国内廉价原料的主要来源。到 2023 年，全球新增石油总需求的 25%，约 170 万桶/
日，来自于乙烷和石脑油。全球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更多的中产阶级，更高的收入意

味着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上升。从石油和天然气中提炼出来的大量化学品，对制造为满

足这种需求的许多产品至关重要。例如个人护理用品、食品防腐剂、肥料、家具、油漆、汽车

和工业用润滑油。  

目前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国际海事组织（IMO）船用燃料规格变动的落实。新规则的

实施越发临近，海运和炼油行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从 2018 年初来看，目前还不清楚新规会在

多大程度上成功，尤其是随着对非船用油的质量提升需求正稳步增加。新规将导致大规模的替

换，由高硫燃料油替换为船用轻柴油或新型低硫燃料油。成品油的总需求不会大幅改变，但产

品结构变化的影响是我们预测中的一个重大不确定性。  

上游领域的投资仅微弱复苏

随着全球需求稳步增长，供应侧的反应很关键。全球上游投资自 2015 和 2016 年分别历史性下

滑 25%以来，复苏才刚刚开始。2017 年的投资与上年持平，近期数据显示 2018 年也仅仅是温

和增长。这或将为未来埋下隐患。值得担忧的是，绝大多数投资集中在美国的轻质致密油

（LTO）领域。因此，上游领域的投资可能不足以避免至 2023 年全球备用产能的大幅压缩，即

使这些项目的成本下降且效率得到提升。  

产量自然递减正在放缓，但仍需要更多的投资。在满足强劲需求增长的同时，全球每年需要弥

补油田老化所导致的 300 万桶/日的供应损失。这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北海油田的产量。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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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面临的挑战一个是用以维持当前产量，另一个是满足未来的需求增长。我们的分析表明，

2017 年新发现的包含原油、凝析油和天然气凝析液在内的石油资源不足 40 亿桶，又创历史新

低。  

过去三年，由于投资减少我们看到中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共下降 170 万桶/日。

目前中国的产量下降有所放缓；在墨西哥，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方案正在实施，到 2023 年产

量可以恢复增长。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仍然是个变数。自前总统查韦斯执政以来的二十年里，

石油产量已下降了一半多，低于 160 万桶/日，到 2023 年产能将暴跌近 70 万桶/日，这是我们

一年前预计的减产加速的主因。  

随着委内瑞拉陷入危机，欧佩克国家的产能仅净增 75 万桶 /日，这一数字包括一个假设，即

（沙特与科威特间的）中立区约 50 万桶/日闲置的产能能重新投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

伊拉克、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稳定。  

美国主导石油供应的增长，非欧佩克产油国 2020 年前可以满足全球需求增长。 

由于欧佩克的产能增长缓慢，应更多关注以美国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这些国家在全球石油

市场上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受轻质致密油（LTO）驱动，到 2023 年美国产量增加 370 万桶/
日，届时将超过全球总产能增速 640 万桶/日的一半。美国的石油总产量将达到近 1700 万桶/
日，轻松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几乎与其国内石油需求水平相当。如果油价高于本报告所采用

的期货价格假设，美国到 2023 年的产量可能会更高。  

巴西、加拿大和挪威也将为供应增长做出贡献。美国加上这些国家，贡献了几乎所有非欧佩克

成员国的产量增长。如果不包含美国轻质致密油（LTO），到 2023 年非欧佩克国家的常规原油

产量实际上是下降的。 

全球炼油产能过剩加剧，但亚太地区炼厂需要更多原油 
下游领域将在本报告预测期内出现重大变化。由于成品油需求增长放缓，全球过剩炼油产能将

增加。全球炼油能力预计到 2023 年将增加 770 万桶/日。与此同时，成品油需求增速放缓至

500 万桶 /日。不断增加的过剩产能将使炼油毛利承压。中东的产能增长最多，该地区的国有

石油公司正进军国际市场，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投资建立合资企业。尽管中国产能增长放缓，

但其仍能保持最近取得的成品油净出口国地位。  

随着炼厂加工能力的增加，亚太地区原油进口需求增长超过 350 万桶 /日。中东国家仍是全球

最大的原油供应源，但由于其区内炼油需求增加，出口量将仅增长 100 万桶 /日。而其他供应

源如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分别因产量下降及国内炼油能力增长，将导致出口减少。这为新供应

源，主要是美国提供了机会。 

美国对全球原油贸易的影响提升，出口有望满足炼油商需求 
美国原油对全球炼油业的影响正逐步显现。传统观点认为，近年来快速增加的轻质致密油

（LTO）产量与过去投资升级改造的炼厂对加工重质、高硫原油的需求不相匹配。但这与实际

情况并不相符。亚太地区原油进口的增加将为新的供应者提供机会。随着加拿大（重质原油）

向美国出口的增长，相应的促进了美国轻质原油的出口，特别是将满足日益增长的亚太地区的

化工原料需求。目前美国对中国原油的出口量已颇为可观。除此之外，在国际海事协会的规定

生效后，美国原油出口也将满足全球对燃料油馏分较低的低硫原油的需求。 

美国在全球市场的地位稳步提升。自 2015 年底美国取消原油出口禁令以来，其原油出口量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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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甚至在某几周曾高达 200 万桶/日。预计到 2018 和 2019 年，加拿大和美国二叠纪盆

地（Permian Basin）的管输能力可能会遇到瓶颈。但对物流设施投资的仔细分析表明，如果

2019 年后所规划的新项目均得以实施，则管输受限的问题将得以缓解。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加

拿大的 Trans Mountain 和 Keystone XL 管道，以及 TexStar Logistics 公司将于 2019 年建成投产的

55 万桶/日的 EPIC 管道。另外还将升级改造或建成十个原油出口设施。预计到 2023 年美国的

原油出口能力将达到 490 万桶/日，是现有水平的 2 倍多。Corpus Christi 港将成为墨西哥湾最

主要的出口中心。 

随着价格波动风险的增加，到 2023 年石油市场供需将趋紧 
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在接下来 6 年中石油市场或将经历两个阶段。预计到 2020 年非欧佩克国

家的创纪录的原油供应将大于需求增长。但到 2023 年，如果投资持续不足，全球作为缓冲的

有效备用产能将仅能达到需求的 2.2%，这是自 2007 年以来的最低值。在新的供应投产之前，

这将使石油价格波动增加的可能性上升。 

美国页岩油行业曾对 2010 和 2017 年的价格上涨均做出了快速的反应，未来也将继续根据价格

信号进行调整。但全球石油供应主要的市场份额仍将持续依赖欧佩克国家。在欧佩克国家中，

沙特阿拉伯拥有超过 200 万桶/日的备用产能。这也相应的凸显出其作为欧佩克最大的生产国，

在稳定全球石油市场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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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市场报告2018》是国际能源署的年度报告，对未来5年的全球石油需求、供给

以及贸易进行展望。

由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虽然中国由于新出台的治理空气污染的环境政

策导致石油消费增速放缓，全球石油需求仍稳健上行。强劲的全球石油化工需求增长

是另外的关键驱动因素。

除了美国主导的供给增长，上游投资尚未从2015-2016年的历史性低落状态中恢

复。同时，成功的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市场管理政策长期看来仍有不确定性。

以下是《石油市场报告2018》对石油市场进行分析的背景，涵盖了诸多领域的重要

事项及不确定因素，内容包括:

n 2020年国际海事组织对航海燃料的规定对石油需求的影响

n 全球石化领域的增长

n 中国交通行业电气化的增加

n 主要产油国的产量衰减速度

n 美国石油产量剧增引起的原油质量问题

n 北美输油产能的投资需求

n 产能过剩对全球炼油行业的影响

n 全球石油贸易的趋势

Analysis and Forecasts to 2O23


	Type Title Here
	Type Sub-title Here
	Foreword
	Acknowledgements
	执行摘要
	未来五年的石油需求增长有赖于全球经济稳固的前景
	化工产品是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上游领域的投资仅微弱复苏
	美国主导石油供应的增长，非欧佩克产油国2020年前可以满足全球需求增长。
	全球炼油产能过剩加剧，但亚太地区炼厂需要更多原油
	美国对全球原油贸易的影响提升，出口有望满足炼油商需求
	随着价格波动风险的增加，到2023年石油市场供需将趋紧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Coated FOGRA39 \050ISO 12647-2:2004\051)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RelativeColorimetric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tru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72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44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19444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72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44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19444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25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fals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42.51968
    42.51968
    42.51968
    42.51968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fals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14.17323
    14.17323
    14.17323
    14.17323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Coated FOGRA39 \050ISO 12647-2:2004\051)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ENU <FEFF005B004200610073006500640020006F006E00200027003300300030002D004100490045002D005600320027005D0020005B004200610073006500640020006F006E00200027003300300030002D004100490045002D005600320027005D00200050006F007500720020006C006100200063007200E9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C00E9006700650072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200057006500620020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Coated FOGRA39 \(ISO 12647-2:2004\))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tru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14.17323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14173.229 14173.229]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