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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  

螺纹承压 3140 延续下挫关注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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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 669.66 12996 3360 614.03 

04.19 623.77 12895 3240 522.07 

04.26 575.22 12795 3320 548.56 

05.03 522.08 12985 3450 571.61 

变化 -53.14 +190 +130 +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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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再现小幅下降，截至 5 月 3

日，全国螺纹钢周度库存报于 522.08 万吨，较上周再度大幅

回落 53.14 万吨，呈现连续十周下降。铁矿石港口库存截至

5 月 3 日当周，较上周大增 190 万吨至 12985 万吨。螺纹钢

现货价格报于 3450 元/吨，较上周增长 130 元/吨；62%品位

进口铁矿石本周上涨 33.05 元/吨至 571.61 元/吨。截止 4 月

28 日河北高炉开工率和全国高炉开工率分别报于 78.73%和

76.52%，与上周相比分别下挫 3.17 和 1.38 个百分点，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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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水平“下了一个台阶”。 这将带来螺纹供给端收缩以及铁矿石

消费端的下降，也与螺纹库存下降、铁矿石库存上升相一

致。 

消息面： 

4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2%，低于上月 0.6 个百分

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但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主要原因

有四方面：一是市场供需增速均有所放缓。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为 53.8%和 52.3%，分别比上月回落 0.4 和 1.0 个百

分点，生产和新订单仍位于扩张区间，但两者差值扩大至 1.5

个百分点，供需状况变化需进一步关注。二是高耗能行业景

气度降至收缩区间。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9.3%，比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低于制造业总体 1.9 个百分点。特别是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PMI 为 45.1%，大幅下降 6.9 个百分

点，重回临界点以下，为年内低点。三是受国内外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和部分行业供求关系变化等影响，价格指数明显回

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 51.8%和

48.7%，分别比上月下降 7.5 和 4.5 个百分点，均为 2016 年

7 月以来的低点，出厂价格指数降至临界点以下。四是进出

口扩张速度有所放缓。进口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2%

和 50.6%，分别比上月回落 0.3 和 0.4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

局） 

2.供求关系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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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3 月宏观数据良好，去除“地条钢”等政策带来利

好，市场对于红四月和红五月预期良好，黑色系集体反弹，

高炉开工率回升，3 月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这对于铁矿石

的需求端形成显著的支撑，但也蕴藏着钢铁下游消费不及预

期时的巨大供给压力。随着吨钢利润从 800 元/吨的水平回落

至 200 元/吨，高炉开工率在 4 月底出现回落，铁矿石港口库

存再度逼近 1.3 亿吨高位。尽管螺纹钢库存连续 10 周小幅回

落，但从需求端来看，建筑旺季将过，钢材出口水平下降以

及房地产调控升级，预期并不乐观。随着生产利润回落，钢

材产量恐难有增加的空间，铁矿石供过于求的格局难以化

解，抛压沉重。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710 合约 4 月 28 日-5 月 4 日当周四个交易日

大幅波动。期价开盘于 3035 元/吨，最高上探 3160 元/吨，

最低触及 2904 元/吨，收盘于 2931 元/吨，区间内下挫

3.43%，但震荡幅度高达 8.82%。成交量 2494 万手，持仓量

334 万手，成交和持仓热情较为高涨。 

表 2  4 月 28 日至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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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5 2931 3160 2904 -3.43% 8.82% 2494 万 334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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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710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710 合约 4 月 28 日-5 月 4 日当周，适逢“五一”假

期仅四个交易日，然而却报收 8.82%的振幅。节前周五期价

延续反弹，高开高走逼近 3140 一线，节后复盘两个交易日期

价小幅高位维持震荡，站上 40 日线持仓激增但成交回落。然

而周四遭遇暴跌，期价长阴下挫一度触及停板，单日收跌

6.15%于 2931 元/吨，系数回吐前半周涨幅。期价迅速刺穿

短期均线族，短线下行支撑位在前低 2780-2800 点一线，如

若形成破位则势必进一步下探。近期多空思路需要进行调

整，前期反弹第一目标位 3140 一线已然变成压力位，建议短

线逢高抛空。 

图 2 螺纹 1710 合约周 K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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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710 合约本周大幅下挫，期价已经有

效跌落 5 周、10 周和 20 周均线，重回 3000 关口，逼近 40

周线。中长线周期若破位 40 周线，则将进一步下挫，第一目

标位看向 60 周均线。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尽管螺纹钢库存连续 10 周小幅

回落，但从需求端来看，建筑旺季将过，钢材出口水平下降

以及房地产调控升级，预期并不乐观。随着生产利润回落，

钢材产量恐难有增加的空间，铁矿石供过于求的格局难以化

解，抛压沉重。螺纹 1710 合约本周大幅下挫，期价已经有效

跌落 5 周、10 周和 20 周均线，重回 3000 关口，逼近 40 周

线。中长线周期若破位 40 周线，则将进一步下挫，第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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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看向 60 周均线。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节后复盘两个交易日期价小幅高

位维持震荡，站上 40 日线持仓激增但成交回落。然而周四遭

遇暴跌，期价长阴下挫一度触及停板，单日收跌 6.15%于

2931 元/吨，系数回吐前半周涨幅。期价迅速刺穿短期均线

族，短线下行支撑位在前低 2780-2800 点一线，如若形成破

位则势必进一步下探。近期多空思路需要进行调整，前期反

弹第一目标位 3140 一线已然变成压力位，建议短线逢高抛

空。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3140 一线空单持有。  

激进操作：逢高抛空，第一支撑位 2800 点。 

止损止盈：第一止盈位 28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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