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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橡胶  

泰国洪水炒作告一段落，沪胶大幅冲高回落 
 

 

 

 
 

    

 

 
一、基本面分析 

1.现货价格综述 

本周天胶期货冲高回落，现货价格亦先涨后跌。 

     表 1 上海市场天胶价格本周变动  单位：元/吨 

品种 1 月 13 日 1 月 20 日 涨跌 涨跌幅度 

云南国营全乳胶 18800 19000 200 1.06% 

泰三烟片 20600 20500 -100 -0.49% 

越南 3L 19100 19300 200 1.05% 

数据来源：中国橡胶贸易信息网 

2.供求关系评述 

（1）供给端 

本周泰国进行第二轮抛储，泰国橡胶局本轮抛储分两天

竞拍结束，共计竞拍 9.8 万吨标胶和烟片，均价 67.35 泰铢/

公斤，对比本周中心市场胶水、杯胶报价 80、72 泰铢/公斤

价格优势明显，因而企业参拍意愿较强。 

泰国洪水炒作暂告一段落，泰国抛储增加市场供应，基

本面转空。  

（2）需求端 

汽车市场：2016 年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完成 2811.9 万辆和

2802.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4.5%和 13.7%，高于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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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和 9.0 个百分点。 

春节假期临近，本周轮胎企业开工率回调，截止 1 月 20

日，全钢胎企业开工率为 63.33%，较前一周回调 5.18 个百

分点；半钢胎开工率 65.82%，较前一周回调 6.23 个百分

点。 

图 1 轮胎企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WIND 资讯 

中长期看，中国计划 2017 年延续汽车购置税优惠政

策，小排量汽车购置税按 7.5%征收，依然低于 10%的基准税

率，但较目前的 5%有所提高，12 月国内小排量汽车销售仍将

维持高速增加。在基建投资加码、黄标车淘汰、公路货车

“治限治超”及物流业调整等诸多利好的推动下，年底至明

年一季度重卡市场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短期来看，下游

产业链逐渐步入春节模式，轮胎企业开工率下调，需求端支

撑减弱。 

3、仓单制约胶价反弹 

1 月以来，青岛保税区库存重回增长态势。截止 1 月 17

日，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为 12.18 万吨，较 1 月初增加 1.66

万吨。其中，天胶库存 9.11 万吨，较 1 月初增加 1.27 万

吨；合成胶 2.62 万吨，较 1 月初增加 0.39 万吨；复合胶

0.45 万吨，与 1 月初持平。预计后期青岛保税区库存仍将延

续回升态势，不过绝对水平仍处历史低位，短时间现货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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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并不大。 

图 2 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 

 

图 3 上期所天胶期货库存 

 

数据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WIND 资讯 

本周仓单数量继续增加，但库存总量略有减少。截止 1

月 20日，上期所天胶库存小计 30.66 万吨，较前一周五减少

1810 吨；注册仓单数量为 25.64 万吨，较前一周五增加 6880

吨。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本周沪胶期货大幅冲高回落，主力合约 RU1705 周一大幅

反弹，期价突破前期高点 20500 一线压力，周二至周四高位

窄幅震荡，受泰国抛储影响，资金大幅流出，周五沪胶跌

停，全周以 2.93%的跌幅报收于 19735 元/吨。本周总成交量

增加 22.9 万手至 290.5 万手，持仓量减少 2.8 万手至 27.0

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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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周沪胶 1705 合约成交情况统计 

开盘 收盘 结算 最高 最低 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20285 19735 21043 21760 19735 
-595 

（-2.93%） 
290.5 万 27.0 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RU1705 月 K 线报收带上影线的阳线，期价未能站稳

20000 整数关口；周 K 线报收长上影线的小阴线，KDJ 指标向

下拐头，周线级别突破失败；日 K 线报收四连阴，周五期价

接连跌破 5 日、10 日均线支撑，KDJ 指标高位死叉，短线技

术面调整。 

3.趋势分析    

从沪胶指数周 K 线图上看，胶价中期上升趋势尚未改，

但期价未能有效站稳 20000，技术面或有延续弱势调整，关

注 17500 支撑。从沪胶 RU1705 日 K线图上看，期价重新跌破

20000 整数关口，技术突破宣告失败，短线或延续弱势调

整，下方关注上升趋势线支撑，若支撑无效，将下调 17500

一线。 

    本周日胶指数高位回调，期价重新跌回 300 整数下方，

技术面或调整至 248 一线。 

图 4 沪胶指数周线图 

 

图 5 RU1705 合约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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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日胶指数周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东南亚天胶供应旺季不旺，而国内进入停割

期；与此同时，国内重卡销售环比虽有下滑，但同比仍维持

强势，需求端仍有支撑，沪胶期价中期反弹趋势不改。 

短期来看，泰国洪涝炒作暂告一段落，泰国抛储一定程度

增加市场供应；加之国内产业链逐渐步入春节模式，轮胎企

业开工率下调，基本面缺乏利空刺激，短线沪胶或延续弱势

震荡走势。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节前多单减持，回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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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进操作：逢高轻仓短空。 

3.止盈止损设置 

激进短空 2050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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