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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  

连续拉升强势不改 螺纹多单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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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 379.22 13854 3730 533.71 

07.20 376.89 13960 3760 573.29 

07.27 389.41 13983 3780 573.91 

08.03 406.98 13886 3880 605.36 

变化 +17.57 -97 +100 +31.45 

数据采集周期调整为周四-本周三，敬请关注。 

螺纹钢周度库存水平 2 月中旬开始逐步下降,但自 7 月 20

日当周以来，库存水平出现见底回升迹象，连续两周小幅增

长，8 月 3 日当周环比增加 17.57 万吨至 406.98 万吨，这也

是 5 月中旬以来第一次重回 400 万吨之上。铁矿石港口库存

截至 8 月 3 日当周报于 13886 万吨，较上周下降 97 万吨。

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3880 元/吨，较上周大涨 100 元/吨，由

于期货盘面的强势拉升，现货市场水涨船高，但与期货市场

的升水维持在 100-200 元/吨的正常水平；62%品位进口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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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本周再度大涨 31.45 元/吨至 605.36 元/吨。截至 8 月 3 日

河北高炉开工率报于 80.95%，较上周上升 0.63 个百分点；

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77.49%，较上周上升 0.56 个百分点，

开工热情仍处于高位。 

消息面： 

8 月 1 日公布的 7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录得 51.1，高于 6 月 0.7 个百分点，创四个月新

高，制造业运行连续两月出现改善，扭转 5 月的轻微放缓状

态，其中新订单指数录得五个月以来最显著。这一趋势与官

方制造业 PMI 不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 月制造业 PMI 为

51.4，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财新网） 

7 月 29 日起，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组陆续向被督察省份

反馈督察情况。截至 8 月 1 日，7 个省（市）的督察情况反

馈全部完成。从反馈意见来看，涉及到多个行业的污染问

题。在这一轮“史上最严”的环保督查过程中，随着整改方案的

制定和落实，问题企业生产必将受到一定限制，或将遭遇停

产整改，供应难免出现回落。这使得多个原材料行业出现减

产、停产。产能受限使得部分行业出现供应短缺，这成为今

年原材料涨价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来源：中联钢） 

2017 年 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0610 亿元，同

比名义增长 8.5%，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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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92326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3.4%，增速比 1-5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

工面积 85720 万平方米，增长 10.6%，增速提高 1.1 个百分

点。1-6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7466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6.1%，增速比 1-5 月份提高 1.8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2.供求关系评述 

7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环比小幅回落，但仍维持于 51

之上，财新制造业 PMI 数据再度走高，两者出现一定分歧，

但目前经济形势仍然向好并不需要太多质疑。1-6 月房地产数

据中，投资增速小幅下滑，这使得钢材远期消费预期将有所

下滑，但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较 1-5 月有所提高，这也是近

期钢材消费好于预期的基础。钢材的“淡季不淡”以及低库存使

得市场做多热情高涨，吨钢利润重回 1000 元左右，高炉开工

率维持高位，螺纹钢期价飙升同时现货价格水涨船高，但目

前期现贴水维持于 100-200 元/吨的正常水平。螺纹后期需求

是否有显著增量存在质疑，前期需求、库存、贴水等因素对

期价的支撑作用减弱，目前多头炒作的话题转移至“环保限

产”，但就目前开工率高位，钢厂对利润的追逐难以出现较大

幅度的减产。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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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主力 1710 合约 7 月 28 日-8 月 3 日当周五个交易日

报收三阳两阴。期价开盘于 3566 元/吨，最高上探 3791 元/

吨，最低触及 3530 元/吨，收盘于 3776 元/吨，区间收涨

5.89%，震荡幅度高达 7.39%。成交量 2457 万手，持仓量

262.9 万手，交投热情依然十分高涨，主力移仓远月 1801 合

约。 

表 2  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当周螺纹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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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6 3776 3791 3530 +5.89% 7.39% 2457 万 262.9 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710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710 合约 7 月 28 日-8 月 3 日当周报收三阳两阴格

局，交投重心在 3500-3800 点，较上周的震荡整理有进一步

拉升。上周五螺纹 1710 合约仍围绕短期均线窄幅震荡，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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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矿石暴涨的推动下，高开高走收长阳线，随后三个交易

日期价均维持于坚挺走高的 5 日线上，最高触及 3791 元/

吨，整体较上周收涨 5.89%。期价正在经历自 6 月以来的第

五浪上涨，这其中两次调整都十分短促，上涨动能十分强

劲，但追涨的多单应当注意 3800-4000 区间内的压力。 

图 2 螺纹 1710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710 合约本周再收长阳线，结束前两

周的震荡。短期均线族仍然坚挺向上发散，成交量和持仓大

幅缩减，主力移仓远月 1801 合约。技术指标 MACD 显现红

柱，并且出现底背离，预示着中线上涨仍在进行中。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钢材的“淡季不淡”以及低库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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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市场做多热情高涨，吨钢利润重回 1000 元左右，高炉开工

率维持高位，螺纹钢期价飙升同时现货价格水涨船高，但目

前期现贴水维持于 100-200 元/吨的正常水平。螺纹后期需求

是否有显著增量存在质疑，前期需求、库存、贴水等因素对

期价的支撑作用减弱，目前多头炒作的话题转移至“环保限

产”，但就目前开工率高位，钢厂对利润的追逐难以出现较大

幅度的减产。周线周期技术指标 MACD 显现红柱，并且出现

底背离，预示着中线上涨仍在进行中。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 1710 合约 7 月 28 日-8 月

3 日当周报收三阳两阴格局，交投重心在 3500-3800 点，较

上周的震荡整理有进一步拉升。上周五螺纹 1710 合约仍围绕

短期均线窄幅震荡，周一在铁矿石暴涨的推动下，高开高走

收长阳线，随后三个交易日期价均维持于坚挺走高的 5 日线

上，最高触及 3791 元/吨，整体较上周收涨 5.89%。期价正

在经历自 6 月以来的第五浪上涨，这其中两次调整都十分短

促，上涨动能十分强劲，但追涨的多单应当注意 3800-4000

区间内的压力。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中线多单继续持有。  

激进操作：逢回调短多。 

止损止盈：3700。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特别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