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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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3 406.98 13886 3880 605.36 

08.10 404.71 13706 4090 643.58 

08.17 410.82 13514 4010 615.47 

08.24 418.72 13313 4050 648.65 

变化 +7.90 -201 +40 +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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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五周小幅增

长，8 月 24 日当周环比增加 7.90 万吨至 418.72 万吨。铁矿

石港口库存截至 8 月 24 日当周报于 13313 万吨，较上周大

幅下降 201 万吨，呈现四周大幅连降。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4050 元/吨，较上周小幅回升 50 元/吨，与期货的升水维持在

100 元/吨左右的正常水平；62%品位进口铁矿石本周大涨

33.18 元/吨至 648.65 元/吨。截至 8 月 18 日河北高炉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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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于 81.27%，与上周持平；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77.35%，

较上周小幅微弱回落 0.14 个百分点，开工热情仍处于高位。 

消息面： 

23 日，因河北主导焦企计划提涨的消息传出，除西南外

全国各地大多焦企纷纷提涨，此次涨幅高达每吨百元。实际

上，焦炭市场在上周刚刚落实了第六轮调涨。山西某贸易商

表示，由于环保压力，目前煤矿优质煤种非常紧俏，价格也

频频上涨，再次出现“车等煤”现象。近期环保组入驻山东对

焦化厂生产造成较大影响。且 10 月将迎来安全大检查，炼

焦煤的资源难免偏紧，运输环节也会出现困难。钢焦补库困

难使得需求端持续走强，或成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华尔街见闻） 

近几日，在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强化督查情况后，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等官媒

上，地方政府督办污染治理的消息均纷纷占据了头版的重要

位置。此外，据媒体报道，环保部拟 10 月底前完成京津冀

及周边钢铁企业等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拟 12 月底前该区

域铜铅锌冶炼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华尔街见闻） 

2.供求关系评述 

吨钢利润高企不下使得现货市场上高炉开工率维持高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26759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26759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26759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26759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2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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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粗钢供给增加而原料端铁矿石、双焦需求增加，螺纹钢

周度库存的小幅回升、铁矿石港口库存以及钢厂焦炭库存可

用天数的三周连降正是佐证，盘面上做空钢厂利润的套利机

会下，螺纹钢与铁矿石、双焦出现较为显著的强弱变化，焦

煤和焦炭之间的强弱关系也出现改变。螺纹是反弹幅度最小

的黑色商品，两次止步于 4000 点一线，而双焦却屡创新高，

铁矿也一度突破 600 点大关。环保题材再次成为市场热点，

对煤炭、钢铁行业仍然是重要的支撑，尽管高位波动加剧可

能带来滞涨或调整，但目前仍然是黑色系五浪上涨的重要时

期，短线难言真正见顶。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801 合约 8 月 18 日-8 月 24 日当周五个交易

日报收三阳两阴。期价开盘于 3800 元/吨，最高上探 3998 元

/吨，最低触及 3710 元/吨，收盘于 3858 元/吨，区间小幅收

涨 1.53%，振幅仍高达 7.76%。成交量 2115.5 万手，较上周

大幅缩减 834.3 万手，这是交易所提高交易手续费的结果，

持仓量 327.3 万手，与上周相持平。交投热情不减。 

表 2  8 月 18 日至 8 月 24 日当周螺纹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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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3858 3998 3710 1.53% 7.76% 2115.5 万手 327.3 万手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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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801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801 合约 8 月 18 日-8 月 24 日当周报收三阳两阴

格局，整体呈现冲高回落。期价前两个交易日再次冲击 4000

点一线，依旧承压下挫，一度回落至 20 日线下，回踩 3700

点一线，随后暂获支撑收复部分跌幅，一周收于微幅上涨，

波幅却始终维持高位。自 6 月 7 日以来的本轮上升趋势线未

破之前，螺纹难言转势，目前关注期价在 3700-4000 点之间

的波动。 

图 2 螺纹 1801 合约周 K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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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801 合约在前两周“冲高回落”又“探低

回升”之后，本周维持于震荡整理，上有 4000 点一线的压

力，下有 5 周均线的支撑，成交缩量，持仓平稳，技术指标

MACD 红柱微微收缩。螺纹经过 10 周的“60°角”式上扬后，

连续三周高位震荡，出现滞涨迹象，警惕追涨风险。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螺纹是反弹幅度最小的黑色商

品，两次止步于 4000 点一线，而双焦却屡创新高，铁矿也一

度突破 600 点大关。环保题材再次成为市场热点，对煤炭、

钢铁行业仍然是重要的支撑，尽管高位波动加剧可能带来滞

涨或调整，但目前仍然是黑色系五浪上涨的重要时期，短线

难言真正见顶。螺纹本周维持于震荡整理，上有 4000 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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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下有 5 周均线的支撑，经过 10 周的“60°角”式上扬

后，连续三周高位震荡，出现滞涨迹象，警惕追涨风险。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再次冲击 4000 点一线，依

旧承压下挫，一度回落至 20 日线下，回踩 3700 点，随后暂

获支撑收复部分跌幅。自 6 月 7 日以来的本轮上升趋势线未

破之前，螺纹难言转势，目前关注期价在 3700-4000 点之间

的波动。以及做空钢厂利润的套利单应当适当止盈。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3700-4000 点区间波段操作。  

激进操作：中线背靠 4000 点逢高抛空。 

止损止盈：多单止损 3700，空单止损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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