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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硫燃料油（LU）新品种介绍 

成文日期：2020 年 7 月 23 日 

 

摘要 

1、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

交易。低硫燃料油期货（LU）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 LU2101、LU2102、LU2103、LU2104、

LU2105、LU2106。 

2、交易单位定为 10 吨/手。低硫燃料油交割单位为 10 吨,仓储费为人民币 3

元/吨•天，自上市之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暂免收取交割手续费，同时质量符

合或优于低硫船用燃料油标准的低硫燃料油之间暂不设升贴水。 

3、低硫燃料油目前是国际航行船舶的主要燃料，我国也是低硫燃料油进口和消费

大国，低硫燃料油国际化品种上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低硫燃料油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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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硫燃料油政策背景 

为保护海洋环境，控制船舶尾气排放污染，1997 年国际海事组织（IMO，1948 年

建立，总部位于伦敦，主要处理海上安全环保等事务）开始重点关注船舶排放问题，

1997 年议定书正式将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引入 MARPOL 公约附则 VI，并于 2005

年 5 月 19 日正式生效，对船舶使用燃油的含硫量提出要求：船上使用（包括主机、辅

机、锅炉等设备）的任何燃油的硫含量不应超过 4.50%m/m，处于 SOX 排放控制区

ECA（波罗的海、北海、北美、美国加勒比海）的船上使用的燃油的硫含量不超过

1.50%m/m。最新的一次在 2016 年 10 月 IMO 海环会第 70 次会议上，大会组委会经

过协商，再次确认保留 MARPOL 公约附则 VI 第 14 条内容不变，在全球范围内限制

船舶燃油硫含量不超过 0.50% m/m，这一规定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实施。 

IMO2020 低硫令生效后，IMO 将通过收集船旗国检查和港口国检查数据来评估

公约的履行效果。根据 Argus 统计数据，全球前十大港口的燃料油需求量占到了总需

求量的一半。考虑到前十大港口主要分布于欧美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釜山、中国

上海等发达经济区域，这些区域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对 IMO 公约的执行力一直较强。

此外，IMO2020 限硫令是航运业的供给侧改革，通过提高环保和运营成本来淘汰低标

船和管理不善航运企业，将逐步改变航运市场运力过剩和低价竞争的局面，有利于中

图 1：低硫燃料油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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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航运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不管从政府角度还是中大型航运公司角度来看，

IMO2020 限硫令的执行大概率会比较顺利。 

对于硫排放新规的应对方案，有三种可行的方案：第一，直接使用低硫燃料油或

者船用柴油。船舶无需增加其他改造工作，但低硫燃料油的成本较高硫燃料油高出许

多。第二，在船舶上安装脱硫装置，可以继续使用低价格的高硫燃料油。然而，安装

脱硫塔需要额外的支出及安装时间，也会占用船舶空间。此外，脱硫装置产生的废液

需要另外处理。第三，可以选择其他新型清洁能源，例如液化天然气 LNG 等。虽然从

趋势上看，LNG 船数量在快速增加，但是绝对值数值上目前 LNG 船非常少，补记配

套尚不完备，暂时不是主流的方法。目前来看，选择第一种方案的船东占据大多数。 

二、低硫燃料油基础知识 

燃料油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能源品种之一，主要应用于炼油与化工、交通运输、

建筑业和冶金等行业，其中保税船用油市场需求呈稳定增长趋势。全球燃料油最大的

需求领域来自于交通运输行业的船用油市场，目前，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船用油

消费市场。当前全球高低硫燃料油价格大幅波动，企业避险需求强烈。 

高低硫燃料油的硫含量标准的区分主要是针对国际海事组织 IMO 提出的船舶燃

料有硫含量限制要求，“低硫燃料油”的硫含量不高于 0.5%，“高硫燃料油”的硫含量

不高于 3.5%。 

低硫船用燃料油主要有三种生产途径：一是使用低硫原油经过蒸馏工艺生产（即

直接使用低硫原油炼制）；二是使用低硫渣油和高硫重质燃油进行混兑、调合生产；三

是通过渣油加工装置将高硫渣油中的硫含量降低用于生产船燃，此路线是目前主流生

产技术路线（即对高硫燃料油进一步渣油加氢脱硫处理生产低硫燃料油）。 

 

 

 

 

图 2：船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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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与装卸的基本要求：燃料油的储存常采用保温油罐，以维持燃料油具有较好

的流动性。同时，选用浮顶油罐、内浮顶油罐等方式来降低蒸发损耗。燃料油的装卸

主要分为铁路装卸、水运装卸、公路装卸三种方式。燃料油装卸时，须在设有隔离设

施的专用作业区内，由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专用设施设备进行作业，并要求严格控制装

卸时间与速度。燃料油的储存与装卸均须满足严格的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要求。 

船用油的供应方式：考虑到海上航行中加油的安全和防污染问题，以及船舶加油

的可操作性，商船多采用锚地或泊位加油方式。锚地加油，多用于大吨位的船舶或油

船（油船不允许在码头进行加油作业）。受油船舶在锚地抛锚，然后由供油船靠泊，通

过输油管线连接，将燃油注入航行船舶的油舱。泊位加油，以货船、集装箱船舶为主，

即受油船舶靠泊泊位后，由供油船或陆地油罐车进行燃油补给。此种作业方式的优点

在于不影响货船、集装箱等船舶的装卸货作业。 

 

 

 

三、全球低硫燃料油供需情况 

全球有四大船用油市场，分别是亚洲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万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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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欧洲 ARA 地区（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地中海地区（富查伊拉）和

美洲地区（美洲东海岸）。其中新加坡是全球船用燃料油最大的消费地，地处马六甲海

峡，2019 年燃料油消费量达到 4746 万吨。新加坡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港口

作业条件、巨大的市场需求、注重石油交易市场的长期发展，以及规范、灵活的金融

管理体制，成为亚洲的燃料油贸易中心和调油基地。全球船用油需求的港口中，舟山

和中国香港在前十之中。而前三的港口分别是新加坡、鹿特丹和富查伊拉。 

燃料油的生产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中东、俄罗斯、南美、中国等地区，全球年产量

约为 5 亿吨，其中 3-4 亿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贸易流通。而实际上欧洲地区、俄

罗斯地区、美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供需相对过剩。其中亚太地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成

为了新的经济增长重心，也是燃料油最大的缺口地区。 

全球燃料油终端消费主要集中于船舶运输、电力和工业领域，预计 2020 年船用

燃料油需求在燃料油总需求中的占比仍将高达 47%，达 3.2 亿吨。而船用燃油需求方

集中于亚洲、欧洲、中东及北美地区主要港口。其中亚太市场增长尤快，船用油占比

超 45%，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船用油消费市场。 

 

（一）低硫燃料油需求情况 

2018 年全球船用油年消费量约 2.8 亿吨，其中高硫燃料油（HSFO）占比 70%，

市场需求量为 2 亿吨，亚太地区船用燃料油需求量占全球近 50%，欧洲占 23%，中东

和北美分别占 10%和 8%。亚太主要燃料油消费前三位的依次是新加坡、中国和日本。

亚太地区是全球燃料油缺口最大的地区，新加坡依托于自身港口优势，贸易量大，是

燃料油加注第一大港，该地区价格是全球燃料油价格风向标。 

自 2019 年 4 季度以来，船用油市场的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改变，国内

外船舶开启高低硫转换模式。以全球最大的船加油港口—新加坡为例，其主要的供油

品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 2019 年以前，高硫燃料油的消费水平占 95%左右，2019

年高硫消费已下降到 78%左右。以全球最大的船供油港口新加坡为例，2020 年以来，

低硫燃料油在船用油消费中的比例占 80%左右，当前供应占比处于平稳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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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spects 数据显示，2019 年中东和亚洲燃料油需求为 373 万桶/天，按

照低硫 VLSFO 份额 59%替换比例计算，2020 年亚太和中东低硫燃油总需求约为 220

万桶/天，亚洲继续从欧洲、拉美、美国进口组分满足低硫需求，低硫燃油或存在缺口

为 87 万桶/天（目前市场通过各种低硫原油、柴油、低硫渣油弥补了该缺口，但低硫

燃油问题频发）。 

图 3：2020 年全球燃料油终端消费领域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图 4：2018 年船用燃料油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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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硫燃料油的生产方式及供给情况 

目前生产低硫燃料油主要有三种方式：（1）加工低硫原油生产硫含量 0.5%的低硫

重质燃油，受低硫原油资源相对稀缺以及炼厂加工工艺限制，此方法得到的低硫燃料

油产量较少；（2）将低硫轻质燃油同高硫重质燃油进行混兑调和，是市场主流供应方

式；高低硫组分调和，即馏分油和残渣油混调，专家预测调和成合规 0.5%硫含量船燃

需要 7 份 0.1%硫含量燃料油和 1 份 3.5%硫含量燃料油或 3 份 0.1%硫含量燃料油和 2

份 1%硫含量燃料油，两种调和方式均对低硫燃料油与高硫燃料油需求有明显的提振。

（3）炼厂使用脱硫设备对高硫燃料油进行脱硫，此方法前期费用投入大，经济效益并

不明显。 

由此可见，低硫燃料油的供应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硫燃料油以及整体燃料油的

生产情况。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美国页岩油的蓬勃发展、伊朗遭受美国制裁

以及委内瑞拉 石油工业衰退等因素，轻质原油产量不断增加，而中重质原油产量持续

下滑，全球炼厂进料呈现轻质化趋势，导致重馏分油和渣油的收率降低，从源头端压

制了整体燃料油产量。其次，在炼厂装置升级的大趋势下，欧洲、俄罗斯等地区的炼

厂纷纷加装二次装置（催化裂化、焦化等装置）增加汽柴油等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

综合来看，接下来的低硫化时代中，全球炼厂会在收益最大化原则基础上主动或是被

动收紧燃料油供应，这已经在俄罗斯持续下降的燃料油产量上得到验证。 

2020 年亚洲低硫燃油供应存在缺口，能够生产合规低硫燃油的炼厂或仅在中国、

日本、韩国，其他合规低硫燃油仍需从欧洲、美国部分国家进口。现阶段市场低硫调

和组分充足低硫燃油弱势，大部分的低硫燃油供应还是通过各地的低硫组分的调和实

现，燃油质量问题频出，贸易商调和燃油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能够稳定供应品质稳

定低硫燃油的炼厂有较强竞争力。短期来看，新加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全球最大

的船燃消费港口，其燃料油市场定价地位较难撼动，低硫市场动态反映亚太地区乃至

全球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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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燃料油进出口变化 

进入 2020 年，IMO 新规实施，新加坡燃料油进口由高硫资源向低硫资源倾斜，

燃料油进口来源发生一定变化，自俄罗斯、中东、北美洲进口资源比例下降；自亚洲

（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南美洲（巴西）进口资源集中，或意味着低硫资源主要集

中在以上几个国家。从 2019 年燃料油进口燃料油种类中来看，86%是以 Fuel Oil（2020

年维持该比例）呈现在路透船期中的，而新加坡燃料油销量中 60%以上已是 VLSFO，

或证实极少有成品 VLSFO 以货船形式来到新加坡，更多的是低硫组分以 Fuel Oil 品

名流转至新加坡调和成低硫船燃。从亚洲市场来看，新加坡炼化企业目前没有新投产

或即将投产的渣油转化装置，新加坡各炼厂在未来 3 年内仍将保留相当比例的高硫燃

料油，各炼厂只能利用现有装置生产部分低硫燃料油，亚洲低硫燃料油市场格局有望

重塑。 

新加坡作为亚洲燃料油集散地，进口的燃料油一方面用于港口船燃加注，另一方

面用于出口至周边国家，其出口地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2019 年新加坡燃料油主要出

口国家是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以及韩国。2020 年后，IMO 新规实施，新加坡燃

料油出口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口至印度、马来西亚、巴新占比提升较大；出口至

中国、中国台湾占比降幅较大，中国燃料油出口退税政策落实后，国产低硫燃油补充

保税船燃市场，未来对新加坡的燃料油进口依存度大概率持续下降。 

 

四、国内低硫燃料油供需情况 

 

随着 2020 年全球低硫化运行，低硫船燃供应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国内市场打破

长期以来依靠进口局面，2020 年国内炼厂开启规模化生产低硫船燃，传统供需格局被

打破。国内目前只允许 4 家国有炼油企业（中石化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海油和中化集团）及 1 家民营炼油企业（浙江石化）出口重油，实行配额制度。随

着国内自身产量的增长，进口预计会下降。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 1-4 月，从新加坡

和韩国等国进口到中国保税仓库的货物总量为 430 万吨，同比下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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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低硫燃料油供应情况 

2019 年中国炼厂开启试生产低硫船用燃料油模式，全年生产量 66 万吨水平。随

着 2020 年 2 月 1 日，中国燃料油出口退税政策正式实施，国内炼厂陆续开启规模化

生产，目前共计 22 家炼厂完成了低硫重质船燃的生产。3 月生产量实现 60 万吨以上。

4-5 月份保持稳定生产。2020 年第一季度，国内炼油企业生产了 146 万吨极低含硫量

燃油。 

从生产区域来看，2020 年 1-4 月份华东地区总产量占比最高，达 32%水平，这也

与国内主要的消费地长三角地区相对应。从生产企业属性来看，中石化炼厂的产量占

58%水平，这也与中石化较大的产能相关。截至目前隆众统计，中石化可实现产能水

平在 600 万吨/年，2020 年 3-5 月份产能利用率已达 80%水平。中石油炼厂利用率也

达近 50%水平。2020 年商务部首批低硫燃料油出口配额总计 1000 万吨，可满足基本

的市场需求。 

合格的低硫保税燃料油来源，可以通过自贸区混兑，2018 年国家批准浙江自贸区

开展不同税号下混兑业务后，2019 年舟山当地 15%左右产品通过：进口原料+国产原

料混兑，当地大的供油商都参与到了这项业务中。2020 年 1-4 月份，舟山地区保税船

燃混兑量有 67 万吨左右，占到了舟山地区供油量的 49%左右。 

 

 

 

 

 

 

 

 

图 5：2020 年 1-4 月国内低硫船燃生产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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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低硫燃料油供应情况 

不管是进口或国内生产的低硫船燃，或通过自贸区混兑方式，低硫船燃都必须通

过具有保税船加油资质的企业去进行船加油业务，目前我国获得保税船加油资质企业

共 14 家，其中 9 家是舟山市政府批复的本地船加油企业，只能在自贸区范围内进行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隆众  

图 6： 2020 年 1-4 月国内炼厂生产低硫船燃分企业占比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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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业务。2020 年开展保税船加油业务的企业共计 12 家。 

从消费区域来看，长三角地区是主要的消费地，其中舟山、上海是国内前两大保

税船燃供应港，2019 年舟山地区保税船燃直供量占国内供油水平近 40%。2020 年舟

山作为国内主要的保税供油地区，仍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目前中国保税低硫重质船燃

的消费水平达保税船用油销量的 90%左右，成为主要的消费品种，且 2020 年 1-5 月

份消费占比保持稳定局面。从现货市场来看，低硫船用燃料油是 2020 年及以后船供

油市场的主要消费品种。 

（三）国内低硫燃料油供应情况 

我国燃料油的进口，主要有两种需求，一是国内炼厂深加工，二是保税船燃需求。

从 2015 年原油进口权和使用权放开以后，燃料油一般贸易进口用于深加工的需求明

显缩减，进口保税船燃是我国保船用税燃料油的主要来源。随着国内炼厂开启生产保

税船燃，2020 年一季度保税船燃进口占燃料油进口量至 85%水平，2019 年的占比则

在 90%左右。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的保税燃料油仍主要依靠进口，占中国保税船燃

供应量的 98%以上，高硫 380cst 为主要使用品种，占保税船燃供应量 90%以上。中

国是亚洲地区除新加坡以外的第二大船加油市场，IMO 船燃限硫令让中国保税船燃由

图 7： 2020 年 1-4 月国内保税船供油企业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徽商期货研究所  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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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赖于进口”向“自主生产并向市场供应”角色转变。预计 2020 年，保税船用

燃料油进口量将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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