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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炼油产业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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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炼油工业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期（1862–1920 年）。1862 年建成第一座炼厂生产煤油，炼油

产能缓步增长。

第二阶段为成长期（1920–1940 年）。炼油产业开始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而逐

渐兴旺，产能和炼油企业数量显著增长。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期（1940–1982 年）。在这个时期美国炼油产业高速发展，

尤其在 1950 年后。在此期间，美国炼油行业布局逐渐完整，原油和成品油管网逐步

完善。到 1982 年，美国炼油产能已居世界第一，炼油企业达到 320 家，产能达到

8.1 亿吨/年，较 1950 年增长近 2 倍，装置平均规模达到 317 万吨/年。

第四阶段为结构调整期（1982 年后）。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技术进步、

市场竞争加剧、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炼油行业进入微利时代，产业开始进行持续的

结构调整。在此期间，美国炼油产能不再大规模的扩能，企业间兼并重组频繁，至

2015 年美国炼油企业已下降至 139 家。

至今，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炼油生产国，2016 年炼油能力达 9.08 亿吨/年，约

占全球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的 18.9％。同时也是世界最成熟的炼油产业市场之一，整

体炼油产业经营主体较为多元化，共有 60 余家公司参与炼油行业的直接运营，包括

综合性能源公司、独立炼油商、仓储物流公司和投资企业。产业集约化发展特点明

显，前十大炼油企业加工能力占全美总炼油能力的 67％，平均规模在 1000 万吨/年

以上。瓦莱罗（Valero）能源公司为美国最大的炼油公司，共有 13 座炼厂，2015

年产能 1.03 亿吨/年，占美国炼油能力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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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炼油产业布局及特点

按照美国国防区域石油管理局的划分，美国炼油产业布局分为 5 个 PADD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for Defense Districts）区，如下图。

其中 PADDⅢ区规模最大，位于墨西哥湾区域，2015 年炼油产能 47600 万吨/

年，占总产能的 52%，是美国炼油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世界最大的炼油中心。其

次为 PADDⅡ区，位于中西部地区，产能 19500 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21%。PADD

Ⅴ区规模名列第三，位于西海岸地区，产能 14200 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16%。PADD

Ⅰ和 PADDⅣ分别位于东部海岸地区和落基山脉地区，两个区产能合计 9560 万吨/

年，占 11%，规模较小。

一、 PADDⅠ区（东部海岸区）

该地区炼厂数量较少，大多集中在华盛顿和纽约附近，规模偏小。共有 9 家炼

厂，产能 6227 万吨/年，占美国总产能的 7%，其中千万吨级以上的炼厂只有 3 个，

炼厂平均规模 692 万吨/年。超过一半的炼厂只有简单的炼制流程，尼尔森系数大多

为 6~8。当地原油资源稀少，产量仅为 239 万吨，占全国的 1%。炼厂用油主要依赖

进口资源，通过水路从欧洲、北非及中东等地进口，物流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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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阿巴拉契亚山脉纵向隔断影响，该区炼厂难以利用 PADDⅡ、Ⅲ区的原油和

成品油管线，成品油外运主要通过铁路和轮船。但该地区市场容量最大，为美国油

品消费最大的地区。2016 年消费油品 2.66 亿吨，占美国消费总量的 31%。

东海岸区炼厂以布伦特原油计价，与以 WTI 原油计价的炼厂相比，加工毛利差

距较大，在全美毛利水平最低。

二、PADDⅡ区（中西部区）

该区炼油工业发达程度仅次于墨西哥湾，共有 27 家炼厂，炼油产能 19500 万吨

/年，占全国总产能的 21%，主要集中在原油资源地南部库欣（Cushing）地区以及

北部五大湖附近。炼厂规模较大，2000 万吨/年以上的炼厂有 6 家，1000~2000 万

吨/年的炼厂 8 家，平均规模为 722 万吨/年。大多具备中度复杂的加工能力，整体

尼尔森系数约 7~9，部分达 11。

本地原油资源并不优越，但进口资源保障能力强。南部库欣地区原油产量仅为

239 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 1%，主要供南部炼厂使用。北部来自加拿大的输油管

线为当地炼厂提供强的资源保障，使用管道进口原油的比例占全国的 57%，主要供

北部炼厂使用，多数炼厂都配置有焦化装置，对加拿大重质原油有较好适应能力，

以 WTI 原油计价，毛利水平较好。物流条件非常便利。紧邻 PADDⅢ地区，可共享

油气输送管道，物流设施非常完善。

市场条件较好，为美国第二大油品消费地区，环境优越。2016 年油品消费 2.31

亿吨，占全国比例的 27%。同时该地区为北美石油交易中心，主导着北美原油的定

价权，境内的库欣地区是美国最大的原油期货交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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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ADDⅢ区（墨西哥湾区）

该地区为美国炼油产业最发达地区，共有 57 家炼厂，产能 47600 万吨/年，占

美国总炼油能力的 52%。炼厂规模很大，1000 万吨/年以上的炼厂有 21 家，平均规

模为 835 万吨/年。美国炼油能力前三的炼厂均在此地，规模在 3000 万吨/年以上。

装置复杂程度高，80%以上的炼厂具备高度复杂的加工能力，平均尼尔森系数达

9~10，个别高达 13~15。

当地资源条件优越，为美国原油产量最大的地区和进口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当

地原油产量 2.83 亿吨，占全国的 60%。同时，墨西哥湾区的炼厂拥有全美最优越的

物流条件，尤其是海运进口条件十分优越，管网码头设施非常完善。海运进口原油

占全国的比例高达 63%，加拿大管输进口原油占全国比例为 26%。当地多数炼厂为

全加氢型炼厂，重整装置规模很大，可以加工更重和含硫量更高的原油。加工原油

除本地资源外，主要为中东进口高硫原油、墨西哥重质油以及加拿大重质混合油，

原油 API 平均约 26，硫含量平均为 2.20%。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和物流条件，美国

毛利水平最好的炼厂基本都位于墨西哥湾地区。

当地市场条件也较为出色，为美国第三大油品消费地，本地消化能力较强。2016

年消费油品 1.75 亿吨，占美国消费量的 21%。同时自 1950 年以来，位于得克萨斯

州的 MoutBelvieu 一直是美国主要的液化石油气和化工品集散中心，为产品交易提

供了便利条件。

四、 PADDⅣ区（落基山脉区）

该地区为美国炼油产业最不发达的地区。共有 16 家炼厂，产能 3326 万吨/年，

占美国总炼油能力的 4%，以小炼厂为主。炼厂规模全部在 500 万吨/年以下，平均

规模仅有 208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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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条件一般，当地原油资源较少。2015 年该区原油产量 3812 万吨，占全国

的 8%。当地炼厂大多具备中度复杂的加工能力，油源主要为当地油田和从水路进口

的阿拉斯加北坡原油，原油平均 API 为 28，硫含量为 1.5%。物流条件相对封闭，管

输条件很差。受落基山脉的纵向隔断，成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没有原油管道连接。

该区域市场条件较差，油品需求不旺。2016 年消费油品 3300 万吨，仅占美国消费

量的 3.8%。尽管该地区资源条件和物流条件并不出色，但由于该地区以 WTI 原油计

价，当地炼厂毛利处于较好水平，开工率一度高达 98%。

五、PADDⅤ区（西海岸区）

该地区炼油产业发达程度中等。大部分炼厂集中在沿海，共有 30 家炼厂，炼油

产能 14200 万吨/年，占美国总产能的 16%。1000 万吨/年以上规模炼厂仅有 4 家，

平均规模 473 万吨/年。

资源条件中等。当地原油资源不占优势，2015 年该区原油产量 5333 万吨，占

全国的 11%。加工的原油主要来自欧洲进口原油和小部分中东原油，原油 API 为 23，

硫含量 1.2%。物流条件较差，因山脉阻隔没有形成贯通的管网体系。该区域的炼厂

因受山脉阻隔无法与 PADDⅣ及 PADDⅢ联通。市场条件中等，该区油品消费量排

名第四。

2016 年消费油品 1.44 亿吨，占美国消费量的 17%，当地市场基本由当地炼厂实

行自给自足。由于西海岸区物流条件较差，该区域产品以区内销售为主，近年加州

等主要消费地成品油需求下降，西海岸区毛利水平明显下降，成为被关停的主要地

区之一。



- 7 -

研究所

公司研究所具有一批丰富实战经验的期货产业研究员及专业的优秀分析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中国资

本市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投资方案及各类型市场的研究报告，通过对市场进行深度挖掘，提示投资机会

和市场风险，完成对资本市场现象、规律的研究探索。

研究范围涉及目前所有商品期货以及金融衍生品；我们推崇产业链的研究；我们看重数量分析法；我

们提倡独立性，鼓励分析师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保持清醒。

我们将积极依托股东单位--广州证券在宏观经济、产业领域的高端研究资源优势，以“宏观、产业和

行情策略分析”为核心，大力推进市场化和标准化运作，逐步完善研究产品体系，打造具有特色品牌影响

力的现代产业与金融研究所。

核心理念：研究创造价值，深入带来远见

联系方式

金融研究 农产品研究 金属研究 能源化工

020-22139858 020-22139813 020-22139817 020-23382623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1007-1012 房

邮编：510623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

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

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品种的操作依据，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

者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