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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百年鉴——大国崛起下的原油舞动 

                           任宝祥（TZ010052） 

 

自 1859 年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打出第一口油井以来，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

的时间里，原油犹如一剂魔法药水迅速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史，它不仅推动了工

业的进步、化工业的爆发、交通运输业的长途发展，也改善了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今天我们的食品、穿着、居家、出行等等一切的日常场景中，都嵌入了

原油的因子。 

在金融领域，以原油为标的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规模达万亿美元级

别，远超黄金及有色金属等市场，占据了大宗商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同时，原

油作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又和通胀、汇率、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密切相关，

大型投行和基金公司会将原油作为单独一项大类资产配置来对冲经济和金融市

场风险。 

在当今时代，原油涉及的经济、政治层面千头万绪，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联

系愈发紧密，原油价格的波动也愈发的频繁和剧烈。因此，分析原油的价格变

化，应该放在宏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供需基本面因素和金融市场因素

这样的框架体系之下来探讨。 

从长周期视角纵观百年原油价格史，大体曾出现三次价格的高峰，而且每

一次的油价高峰，都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兴盛。本文以油价为脉络，重点

还原三次价格高峰期的历史图景，探讨是大国崛起带动了油价的飙升，还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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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上涨推动了大国的兴盛，以史为鉴，为判断当下的油价走势提供崭新的宏

观视角和思路。 

谈及历史，首先对原油和石油的概念做下定义。原油是指从地层开采、经

过简单的去水处理但尚未进入炼化厂加工的油，因是国际贸易的主要交易品

种，原油经常和产量、价格、金融市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含义外延较窄。而

石油的含义则宽泛得多，从地层开采出来的油叫石油，经过炼化得到的汽油、

柴油、煤油都叫石油，甚至从煤、油母页岩等原料中经过干馏得到的油，也叫

石油。石油更多的是对各种油品的统称，谈到石化整个行业时，可以称石油，

谈到产量、价格等精确概念时，以原油替代更为合适。 

下图为自 1861 年至 2018年的原油年度价格走势图，周期跨度 157年，计

价单位美元/桶，其中蓝线为历史实际价格，红线为考虑通货膨胀后的折算价

格。 



                                        

理论研究报告 
 

 

 

请仔细阅读正文后的声明 

行业争先 产业合融 
3 

 

 

一、现代石油工业助美国步入超级大国 

世界第一口油井出现在美国并非偶然。经历了独立战争和美墨战争后的美

国拥有了从太平洋东海岸到大西洋西海岸的广阔土地资源，移民政策又为其提

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西部探索和冒险精神激发着整个社会的活力。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中北部州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为美国成功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就是以蒸汽机为动力，进行的机械

化钻井、机械化采油和机械化控油，该井的顺利喷油，被公认为开启了现代石

油产业。 

当时的原油主要用来提取照明用煤油，由于质量和价格优势，很快将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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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植物中提取的煤油逐出了市场，原油的需求在全世界迅速扩大，原油价格

也水涨船高迎来了十年的高峰期。美国在这场产业变革中处于主导地位，一度

占据全球照明用油 90%的市场份额，石油出口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迅速扩

充了国力。直到 19世纪 80 年代，俄国巴库油田的大面积开发，以及巴库—巴

统输油铁路的开通，俄国石油才开始冲击美国的全球市场，美国石油市场份额

降至 70%，俄国份额上升至 30%，俄国政府也因“石油财富”在 19 世纪最后十

年里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内燃机，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发明，再次拓宽了石油的用途，全

球的汽车、飞机、轮船都需要汽柴油作为燃料，相比之下照明用油市场受到电

力的影响开始萎缩。1911 年，汽油的销售量首次超过煤油，1920 年至 1930这

十年间，石油在整个能源消耗中的比例从 10％增长到 25％，汽油的增长最快，

达 4 倍之多。在燃料需求的拉动下，世界原油产量快速攀升，由 1920 年的 6.9

亿桶增长到 1940 年的 21.5 亿桶，美国依旧占据半壁江山，1923 年美国原油产

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71.5%，1930年和 1935 年分别占 63.6%和 60.2%，1940年占

62.9%。 

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激化了各国对石油燃料的需求，石油上升为重要的战略

资源和军事资源，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对于盟军还是德日而言，确保

石油供应在军事计划中都居于核心地位。当时中东石油尚未大规模开发，美国

在石油行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大部分盟军的汽油均是美国提供，甚至德日的石

油燃料很大部分也是战争前从美国进口储备而来。就这样，伴随着石油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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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扩张，拥有最强石油工业的美国，借助采油、炼油和石油贸易一步步走

上了超级大国之路。 

 

二、美苏争霸，石油助苏联由守转攻 

二战结束以后，中东石油以其储量巨大，埋藏较浅和品质优秀的特点，逐

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地区。但以新泽西标准石油、纽约标准石油、

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石油、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为首的欧美石油巨

头通过租让权等方式瓜分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和利润，史称“石油七姐妹”

垄断阶段。1960 年，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在巴格达成立了

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开始逐步夺回属于自己的石油资产和石

油定价权。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成员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

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并提高石油价格，油价由战前的 3美元/桶飙升至 11美元/

桶，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1978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1980 年两伊战争爆

发，伊朗伊拉克石油生产几乎完全停止，世界石油市场的原油供应突然减少，

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油价一度飙升至 42美元/桶，并在之后长期保持在 35 美

元/桶左右的高位。 

从 1973 年至 1985年的这一轮油价高峰，源自于欧佩克产油国与西方国家

的斗争，以及欧佩克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经济步入滞涨和衰退，

损失惨重，但是欧佩克产油国却获利不大，最大的获利者是苏联。 

欧佩克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是以主动减产和被动减产为代价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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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欧佩克国家的全球市场份额，苏联适时地弥补了部分空缺，并拉近了与西

欧的关系。1973 年，欧佩克国家原油年度产量 15亿吨，1980年降至 13亿吨，

至 1985 年，年度产量已经下降到 7.8亿吨。而于此同时，苏联位于西伯利亚地

区的油田产量开始井喷式增长，1973年苏联原油年度产量 4.3 亿吨，至 1985

年，年度产量已经上升到 6亿吨。1979 年苏联日产原油 1180 万桶，正式成为世

界第一大原油生产国。 

二战后的美苏争霸，苏联受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制约，长期处于战略守

势，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苏联妥协收场，也是美苏力量对比的明证。

进入 70 年代，苏联迎来两个利好——国际油价暴涨和西伯利亚石油产量暴增，

苏联石油出口量增加了 22%,石油收益增长了 280%，石油出口所赚取的收入几乎

占到苏联外汇收入的 70%。充盈的财政收入又投入到军事建设中，苏联的军力开

始压倒美国，国力步入鼎盛期，而这一切的支撑基础就是石油。同时，苏联以

石油为外交资源，巩固与东欧的经济军事一体化，发展与西欧的能源联系，减

轻了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挤压，维护了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和地位。石油给了苏联

资本和底气，苏联进入战略攻势并开始膨胀，大型军事项目不断上马，增加海

外军事基地和驻军数量，并在 1979 年出兵阿富汗并深陷其中长达 10年之久。 

苏联能够称霸并非因他们的核武库和钢铁洪流，仅仅是因为赶上了油价巅

峰的时代，对这个观点，苏联人认识得不够深刻，但美国人看得很清楚。1985

年，美国出手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对沙特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沙特石油增

产，沙特产量由 1985 年的日产 360万桶上升至 1990年的日产 710 万桶，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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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入需求不振的世界石油市场，国际原油价格从 30美元/桶一

路下跌，短短 5个月就跌至 12美元/桶，并在 15美元/桶附近长期徘徊。 

这样的价格下沙特尚有利润，但是苏联原油产自气候恶劣开采困难的西伯

利亚，成本高昂，越开采越赔本。而且在高油价时代苏联已经习惯于做低端能

源的提供者，他们把原油直接推向国际市场，并未在炼化和精细化工等下游领

域投入大量资本研发，下游高附加值的石化领域基本被美欧日所垄断。 

因此，当油价退潮，苏联人才发现他们一直在裸泳，根本没有抵御和对冲

低油价的有效手段。石油收入锐减的苏联经济迅速滑坡，苏联每年还要拿出大

量的外汇购买粮食，还要支持阿富汗战争，财政状况每况愈下，最终不堪重

负，在 1991年轰然解体。苏联，兴也石油，败也石油。 

 

三、中国崛起拉动油价再攀高峰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入 WTO，正式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订单涌向中

国，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拉动大宗商品价格节节高升，中国对

原油的需求胃口越来越大，原油价格之锚转向东方，开始跟随中国经济脉搏的

跳动而涨落。 

2003年中国原油产量 1.7 亿吨，原油进口量 0.9 亿吨，到了 2018 年，中国

原油产量 1.9 亿吨，基本原地踏步，但进口量已经飙升至 4.64 亿吨，对外依存

度达到了 71%。原油价格由 2003年的 25 美元/桶攀升至 2008 年的近 150 美元/

桶，五年暴涨近 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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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市场经受系统性金融风险洗劫，西方发达

国家经济滑向衰退并长期复苏乏力，油价一落千丈。中国关键时刻再次力挽狂

澜，四万亿计划推出，政策加杠杆 GDP 保 8，充当全球经济火车头继续高速前

进。原油价格对中国经济响应敏感，从 2009 年的 35美元/桶快速回升，2011 年

回升至 110 美元/桶附近高位震荡。后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影

响，油价于 2014 年高位滑落并在 50-80 美元/桶之间震荡调整至今。 

当前不管是金融从业者还是投资者，都非常关心未来的油价会怎样走。纵

观历史油价的大周期，我们豁然发现油价的长周期波动总是和大国的国运联系

在一起。原油不仅仅是工业的血液，动力的源泉和国民经济的命脉，它也是财

富转移的工具。美国借助原油完成资本积累而步入超级大国，苏联借助原油转

守为攻步入兴盛显赫一时。当然，美苏的崛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

如国土因素、民族因素、人口因素、科技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

素等等，但能源因素不可或缺，能源产业和国家经济紧密相连，任何一个超级

大国一定是能源大国，原油作为最重要的能源，在助推美苏崛起之路上功不可

没。 

更为有趣的一点是，历史上借由原油兴盛一时的国家或组织都是原油输出

国，比如美国、苏联和欧佩克。原油历史的前两次价格高峰，均是原油输出国

通过控制产量或者形成产业卡特尔、托拉斯组织垄断价格，从而造成油价的供

给推动式上涨。但第三次油价高峰异于前两次，它是由中国经济火车头高速行

驶所带来的原油需求拉动式上涨，需求拉动式上涨更加持久且价格高不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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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研究者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供给的变化可以左右商品一时的涨跌，但需

求才是最终决定商品价格的终极因素，生产商通过减少供给可以推高价格，但

没有需求的商品就没有市场，虚高的价格依然会被打回原形。 

原油不仅仅是一种商品，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金融

工具嵌入各种衍生品中。三分商品属性、七分金融属性的特点，使得原油的波

动周期越发频繁，波动幅度越发剧烈。从历史图表也可看出来，第一次和第二

次油价高峰相隔 110 年，第二次和第三次油价高峰仅相隔 30 年，照此规律演

进，原油将在不远的未来再次出现大级别行情。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下次油价高峰的催化剂依然是中国经济。中国正大力

开展大连长兴岛、河北曹妃甸、江苏连云港、上海漕泾、浙江舟山、福建古雷

和广东惠州等七大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的建设，推动中国石化行业向着装置大

型化、炼化一体化、产业集群化方向发展。产业布局向石油产业链下游延伸，

进军高端精细化工领域，提高高附加值石化产品的竞争力，争取打造一批世界

级化工企业。原油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将越发重要，它不仅是加快国

民经济活力的能量源泉，也是中国着力打造的支柱型产业——化工产业的原料

源头。 

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信心，对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有信心，我们就

该对未来的油价有信心。当然，和历史上的美苏不同，我们是原油进口国和消

费国，出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考虑，我们不希望看到未来的油价过高。但周期

规律无法抗拒，就像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我们能做的就是未雨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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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扩大原油进口来源，加快原油期货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新能源，尽力争取

将下一轮高峰期的油价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中国的复兴将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情，中国的大国之路才刚刚起步，世

界的目光都在转向东方，中国经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将换档增速，继

续腾飞，原油作为最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原油价格将

跟随中国经济共同起舞。 

（发表于期货日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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