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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  

市场整体情绪偏空 承压 4000 点延续回落 
 

 

 

 
 

 

 

一、基本面分析 

1.产业链信息综述 

日期 螺纹钢库存 

(万吨)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RB400 20mm 

(元/吨) 

62% 品 位 进 口

铁矿石 (元/吨) 

11.15 388.35 13400 4160 505.99 

11.22 351.19 13390 4290 523.27 

11.29  13985 4610 542.58 

12.06  14136 4930 566.30 

变化 -37.16 +151 +320 +23.72 

数据采集周期调整为周四-本周三，敬请关注。 

截至 11 月 22 日当周，全国螺纹钢周度报于 351.19 万

吨，较上周减少 37.16 万吨，wind 资讯尚未更新近两周数

据。铁矿石港口库存截至 12 月 6 日当周报于 14136 万吨，

较上一周期增加 151 万吨，再度突破 1.4 亿吨关口。螺纹钢

现货价格再度飙涨 320 元/吨至 4930 元/吨，仍在强势上涨过

程中，大幅升水螺纹 1801 期货合约近 800 元/吨；62%品位

进口铁矿石价格报于 566.30 元/吨，较上周的 542.58 元/吨回

升 23.72 元/吨。截至 12 月 1 日当周，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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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较上周的 63.54%微弱回落 0.42 个百分点，河北高

炉开工率报于 51.11%，较上周的 52.06%收缩 0.95 个百分

点。 

消息面： 

重点关注：中国央行官员昨日称，不能给予市场长期低利

率预期，并提及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且央行今日打破单次

续作整个月到期 MLF 的惯例。随着美国加息和税改临近，市

场对中国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华尔街见闻） 

10 月份，全国粗钢产量 7236 万吨，同比增长 6.1%，增

速同比提高 2.1 个百分点；钢材产量下降 1.6%，去年同期为

增长 4.1%。焦炭产量下降 12.6%，去年同期为增长 7.3%。

铁合金产量增长 2%，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钢材出口 498

万吨，比上月减少 16 万吨；进口 95 万吨，比上月减少 29

万吨。焦炭出口 34 万吨，比上月减少 13 万吨。1-10 月，全

国粗钢产量 70950 万吨，同比增长 6.1%，增速同比提高 5.4

个百分点；钢材产量 90273 万吨，增长 1.1%，回落 1.3 个百

分点。焦炭产量 36476 万吨，下降 1.6%，降幅同比扩大 0.8

个百分点。铁合金产量 2809 万吨，增长 0.8%，去年同期为

下降 2.1%。钢材出口 6449 万吨，下降 30.4%；进口 1096

万吨，增长 0.5%。铁矿砂进口 89623 万吨，增长 6.3%。焦

炭出口 608 万吨，下降 26.6%。（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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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求关系评述 

随着环保政策趋紧，全国范围钢厂限产力度强劲，高炉开

工率本周仍维持低位。螺纹钢社会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区域，

下游逐步开始停工，但需求端的下降并未抵消供给端收缩的

影响，下游对钢材采购趋之若鹜，现货价格飙升至 5000 关

口，对期价升水再度拉大至近 800 元/吨，对螺纹期价形成有

力支撑。焦化限产的力度也开始趋紧，焦煤、焦炭现货库存

低迷，双焦期价近期跟涨螺纹，对焦化利润和吨钢利润形成

修复，现货价格也在本周回升近 200 元/吨。铁矿石港口库存

回升至 1.4 亿吨之上，但现货价格持续小幅上涨。但双焦、

铁矿在快速跟涨后，本周期价出现技术调整，周四叠加市场

恐慌氛围，双焦、铁矿触及跌停。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换月至 1805 合约，12 月 1 日-12 月 7 日五个

交易日报收四阴一阳，区间整体收跌 4.13%，振幅 9.18%。

期价开盘于 3993 元/吨，最高上探 4104 元/吨，最低触及

3759 元/吨，收盘于 3828 元/吨。成交量 2337 万手，较上周

的 2069 万手大增 268 万手；持仓量报于 570 万手，较上周

的 502 万手骤增 68 万手，但每日持 仓在后半周呈现回落之

势。整体而言，本周螺纹冲高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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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当周螺纹 1805 合约成交情况统计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涨跌 波幅 成交量 持仓量 

3993 3828 4104 3759 -4.13% 9.18% 
2337 万手

（+268 万） 

570万手 

（+68 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805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805 合约 12 月 1 日——12 月 7 日当周，五个交

易日报收四阴一阳，呈现冲高回落之势，期价在本周一短暂

突破 4000 一线，触及 4104 元/吨阶段高点后，大幅减仓放量

展开调整。周二期价延续高位震荡，回踩 5 日线暂获支撑，

周三则低开低走跌落 5 日和 10 日线，随着市场情绪的转变，

双焦、铁矿纷纷暴跌触及停板，螺纹下挫失守 20 日线，跌幅

一度逾 5%，但考虑到现货螺纹价格十分坚挺，升水近月

1801 合约近 800 元/吨，螺纹的技术调整目标应当限制不会

低于 3500 点。本周我们在早盘简报中不断提示调整风险，建

议多翻空，依托 4000 点建立的空单可继续持有。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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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联储加息窗口临近以及中国加息预期升温对商品的利

空，可能超预期。 

图 2 螺纹 1805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805 合约本周大幅冲高回落，几乎回

吐上一周涨幅，但仍获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交投维持于 5 周

和 10 周均线之上，触及 4104 元/吨阶段高点后下挫，未能有

效突破 4000 点关口，因此短线回落，关注 3700 点一线支

撑，若稳住支撑则延续中线上行节奏，一旦破位将开启更深

幅度的下挫。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螺纹钢社会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区

域，下游逐步开始停工，但需求端的下降并未抵消供给端收

缩的影响，下游对钢材采购趋之若鹜，现货价格飙升至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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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对期价升水再度拉大至近 800 元/吨，对期价形成有力

支撑。螺纹 1805 合约周线未能有效突破 4000 点关口，短线

延续回落，关注 3700 点一线及上行趋势线的支撑，若稳住支

撑则延续中线上行节奏，一旦破位将开启更深幅度的下挫。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双焦、铁矿本周均呈现冲

高回落之势，而调整由炉料端双焦、铁矿开始，由于现货螺

纹价格十分坚挺，升水近月 1801 合约近 800 元/吨，螺纹跌

势明显弱于炉料，技术调整目标应当不会低于 3500 点。本周

我们在早盘简报中不断提示调整风险，建议多翻空，依托

4000 点建立的空单可继续持有。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加息

窗口临近以及中国加息预期升温，商品及股市均受影响展开

调整。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空单持有。  

激进操作：依托 10 日线逢高抛空。  

止损止盈：空单以向上突破 10 日线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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