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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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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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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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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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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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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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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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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s to 2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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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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