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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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 460.12 12953 4030 585.30 

09.27 449.74 12824 3890 547.99 

10.04 418.19 13025 3870 533.37 

10.11 453.74  3930 515.51 

变化 +35.55 +201 +60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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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 月 20 日当周以来呈现回升态

势，10 月 11 日当周报于 453.74 万吨，继国庆节前结束 9 周

连涨后，库存再度呈现小幅增加之势。铁矿石港口库存截至

10 月 4 日当周报于 13025 万吨，较上周大幅增加 201 万

吨，结束九周连降。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3930 元/吨，较上

周小幅增加 60 元/吨，与期货的升水维持于 200 元/吨之上；

62%品位进口铁矿石价格本周再降 17.86 元/吨至 515.51 元/

吨。截至 9 月 29 日河北高炉开工率报于 75.24%，与上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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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 9 月初下降 3.81 个百分点；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75.14%，较上周再度微弱回升 0.14 个百分点，但较 9 月初

减少 1.24 个百分点，开工率水平整体回落。 

消息面： 

2017 年 9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2.4%，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扩张步伐有所加快。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原材料

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低于临界

点。（国家统计局） 

近日临汾地区政府发布通知，要求当地煤矿从 10 月 11

日 0 点班起陆续停产停建，停产至十九大结束。其中，C 类

和竣工验收待证煤矿企业，以及对不放心的 A、B 类煤矿企

业由各县（市、区）煤炭 主管部门自行确定矿井名单，均从

10 月 11 日 0 点班起开始执行停产；B 类及 A 类煤矿企业分

别自 15 日及 17 日 0 点班起执行停产。临汾地区（除五大集

团下属矿）煤矿多数已接到停产通知，而出于安全考虑，很

多煤矿已经提前停产。洗煤厂方面，有洗煤厂表示暂未接到

停限产通知，但是目前环保及安全检查非常严格。（新闻） 

2.供求关系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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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钢利润维持高位的背景下，九月高炉开工率逐步回落，

预期官方粗钢产量数据将缩减，钢厂对焦炭需求走弱，库存

水平下降。另一方面，采暖季的限产政策中，焦化企业面临

限产 30%的压力，理论上这将使得焦煤需求下滑、焦炭获支

撑，但时间仅限于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焦化限产和高炉限

产的时间差内。10 月 18 日“十九大”召开在即，临汾市对煤矿

进行了停产，安全检查的预期短期提振双焦，同时炼焦煤期

价严重贴水现货，有基差修复的需求，螺纹和铁矿也受到一

定拉动影响。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801 合约 9 月 29 日-10 月 12 日五个交易日报

收三阴两阳格局，期价小幅冲高回落又探低回升，区间微涨

1.44%，振幅高达 8.34%。期价开盘于 3615 元/吨，最高上

探 3795 元/吨，最低触及 3503 元/吨，收盘于 3667 元/吨。

成交量 1776 万手，较上一周期缩减 90 万手，量能相对平

稳；持仓量 364 万手，则较国庆节前的 383.2 万手大幅缩减

近 20 万手。 

表 2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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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5 3667 3795 3503 1.44% 8.34% 1776 万手 364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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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9 日——10 月 12 日五个交易日横

跨国庆 9 天长假，报收三阴两阳格局。期价在节后复盘一度

高开站上 5 日线，逼近 3800 元/吨，但随后收三连阴探至

3500 点附近，十分接近前期技术目标区间 3400-3500 元/

吨，周四则暂获支撑，增仓放量拉涨近 3%，站上粘合的 5 日

和 10 日均线，收复前两个交易日跌幅，技术指标 MACD 或

有金叉迹象，短线有望出现一小波反弹，反弹幅度并不十分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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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本周探低回升暂收长下影小

阴线，上行有 5 周和 10 周均线压力，技术指标 MACD 有形

成死叉的迹象，预示着中线仍有下行空间，但下方有 20 周均

线支撑，短线或出现震荡反复。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采暖季的限产政策中，焦化企业

面临限产 30%的压力，理论上这将使得焦煤需求下滑、焦炭

获支撑，但时间仅限于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焦化限产和高

炉限产的时间差内。螺纹 1801 合约本周探低回升暂收长下影

小阴线，上行有 5 周和 10 周均线压力，技术指标 MACD 有

形成死叉的迹象，预示着中线仍有下行空间，但下方有 20 周

均线支撑，短线或出现震荡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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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展望（周度周期）：10 月 18 日“十九大”召开在即，

临汾市对煤矿进行了停产，安全检查的预期短期提振双焦，

同时炼焦煤期价严重贴水现货，有基差修复的需求，螺纹和

铁矿也受到一定拉动影响。螺纹本周最低触及 3503 元/吨，

已经十分接近前期技术目标区间 3400-3500 元/吨，周四则暂

获支撑，增仓放量拉涨近 3%，站上粘合的 5 日和 10 日均

线，收复前两个交易日跌幅，技术指标 MACD 或有金叉迹

象，短线有望出现一小波反弹，反弹幅度并不十分乐观。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前期空单止盈离场。  

激进操作：以 3500 点为支撑，尝试性轻仓建立短多。 

止损止盈：多单止损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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