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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  

供需预期均有回落 螺纹或将技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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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6 410.82 13514 4010 615.47 

08.23 418.72 13313 4050 648.65 

08.30 426.01 13146 4040 630.34 

09.06 437.16 13078 4160 629.38 

变化 +11.15 -68 +12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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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七周小幅增

长，9 月 6 日当周环比增加 11.15 万吨至 437.16 万吨。铁矿

石港口库存截至 9 月 6 日当周报于 13078 万吨，较上周小幅

下降 68 万吨，呈现六周连降。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4160 元/

吨，较上周大幅增长 120 元/吨，与期货的升水再度扩大至

200 元/吨之上；62%品位进口铁矿石本周微降 0.96 元/吨至

629.38 元/吨。截至 9 月 1 日河北高炉开工率报于 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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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显著下降 2.22 个百分点；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76.38%，较上周小幅回落 0.83 个百分点，开工热情大幅下

滑。 

消息面： 

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今年以来环保部采取了一些列措

施，并在 9 月 1 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战正式启动，同时提出明确的考核

指标：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5%以上，重污染天数

同比下降 15%以上。这不仅是环保部首次制定季节性(非年

度)的大气治理方案，也是第一次设定秋冬季节“双降 15%”的

量化指标。为配合治理工作，环保部还将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 月 4 日，派出 102 个巡查工作组进驻“2+26”

所有城市及所属县（市、区），开展为期 4 个月的日常化巡

查工作，督查内容涉及“散乱污”、小锅炉、污染应急等。9

月 5 日下午，唐山市委正式启动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治理攻坚行动，并对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改善

提出明确目标：今年 10 月 1 日至明年 3 月 31 日，市内焦化

企业出焦时间均延长至 36 小时以上；铸造企业及水泥、砖

瓦窑、陶瓷等建材行业，采暖季全部实施停产；路南区、路

北区、高新区和滦南县 10 月底前全面完成气代煤改造任

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1709/t20170901_420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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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9 月底前确保燃煤小锅炉淘汰到位。（华尔街见闻） 

2.供求关系评述 

上周五，辽宁本钢的一起高炉事故引发钢材成品端的拉

涨，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借力一举突破震荡多日的三角形上

沿，并且站上 4000 点，随后快速上探逼近 4200 点后回落，

在此期间，市场对于后期“安全检查”的担忧使得原料端显著承

压回落，焦炭、焦煤、铁矿石承压前高回落至上升趋势线附

近。而从供需方面的数据来看，高炉开工率 9 月 1 日当周大

幅下降，螺纹钢库存水平连续八周小幅回升，这说明现货市

场钢材的供需水平均有所走弱，而铁矿石港口库存下降和铁

矿石和焦炭的钢厂库存小幅回升，说明钢厂对原料端有所补

库但热情不高。但十九大之前，安全及环保压力加大，钢材

下游消费也有所透支，暂时未见“金九”效应，因此黑色产业链

短期或陷于供需两弱的局面，黑色系商品价格位于五浪的末

端，技术面也存有调整需求，但其中螺纹、焦煤和铁矿相对

较弱，而焦炭因也涉及限产，短期暂获 20 线支撑相对偏强。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801 合约 9 月 1 日-9 月 7 日当周五个交易日

报收两阳两阴一星。期价开盘于 3915 元/吨，最高上探 4194

元/吨，最低触及 3903 元/吨，收盘于 3958 元/吨，区间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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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涨 1.10%，振幅仍高达 7.46%。成交量 2231.3 万手，较上

周回升 115.8 万手；持仓量 365.9 万手，较上周大幅增加

38.6 万手。交投热情仍十分高涨。 

表 2  9 月 1 日至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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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5 3958 4194 3903 1.10% 7.46% 2231.3 万手 365.9 万手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801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801 合约 9 月 1 日-9 月 7 日当周报收两阳两阴一

星格局，整体呈现冲高回落。期价于 9 月 1 日高开高走收长

阳线，增仓放量上攻突破前期震荡三角形上沿，并站上 4000

点一线，我们曾预期短线期价有望冲击 4200 点，随后的交易

日，期价快速拉涨触及 4194 元/吨，直逼 4200 点后大幅下

挫，报收标准十字星，成交和持仓量能迅速回落，上攻动能

衰减，在 4100 点短暂徘徊后，周三和周四期价连收阴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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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至 5 日均线之下，下探震荡三角形上沿。中线而言，螺纹

正在构筑上升趋势的第五浪，但浪型相对复杂，短线或延续

回落考验 3900 点即 20 日线以及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一旦形

成破位，技术目标位则要看向 3500 点一线，若能有效获得支

撑，则有望延续上行趋势并冲向 4500 点。 

图 2 螺纹 1801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801 合约自 6 月 9 日以来始终维持

良好的周线级别上攻，除 7 月 21 日当周收微弱小阴线窄幅震

荡外，其余 12 颗周 K 线全部为阳线，累计涨幅也超过

45%，期价也稳站向上发散的 5 周均线之上。但近三周期价

屡次试探 5 周均线的支撑，成交缩量持仓飙升，交投重心小

幅抬升并短暂突破 4000 点大关，本周有望形成长上影中阴

线，回探 5 周均线支撑，结束连续拉涨。建议多单宜逢高离

场，关注 3950-3900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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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高炉开工率 9 月 1 日当周大幅下

降，螺纹钢库存水平连续八周小幅回升，这说明现货市场钢

材的供需水平均有所走弱，而铁矿石港口库存下降和铁矿石

和焦炭的钢厂库存小幅回升，说明钢厂对原料端有所补库但

热情不高。但十九大之前，安全及环保压力加大，钢材下游

消费也有所透支，暂时未见“金九”效应，因此黑色产业链短期

或陷于供需两弱的局面，黑色系商品价格位于五浪的末端，

技术面也存有调整需求。近三周期价屡次试探 5 周均线的支

撑，成交缩量持仓飙升，交投重心小幅抬升并短暂突破 4000

点大关，本周有望形成长上影中阴线，回探 5 周均线支撑，

结束连续拉涨。建议多单宜逢高离场，关注 3950-3900 的支

撑。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 1801 合约期价本周快速拉

升，直逼 4200 点后大幅下挫，报收标准十字星，成交和持仓

量能迅速回落，上攻动能衰减，在 4100 点短暂徘徊后，周三

和周四期价连收阴线，回落至 5 日均线之下，下探震荡三角

形上沿。中线而言，螺纹正在构筑上升趋势的第五浪，但浪

型相对复杂，短线或延续回落考验 3900 点即 20 日线以及上

升趋势线的支撑，一旦形成破位，技术目标位则要看向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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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线，若能有效获得支撑，则有望延续上行趋势并冲向

4500 点。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前期多单逢高离场。  

激进操作：尝试依托 4000 点逢高短空，破 3950、3900

依次小幅加仓持有。 

止损止盈：空单止损位 40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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