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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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453.74  3930 515.51 

10.18 457.62 12812 3960 516.61 

10.25 435.92 12840 3980 520.27 

11.01 431.37 13183 3940 497.41 

变化 -4.55 +343 -40 -22.86 

数据采集周期调整为周四-本周三，敬请关注。 

截至 11 月 1 日当周，全国螺纹钢周度报于 431.37 万

吨，较上周微弱回落 4.55 万吨。铁矿石港口库存截至 11 月

1 日当周报于 13183 万吨，较上一周期大幅增加 343 万吨。

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3940 元/吨，较上周小幅回落 40 元/

吨，与期货主力合约的升水维持于 300 元/吨左右；62%品位

进口铁矿石价格报于 497.41 元/吨，较上周大跌 22.86 元/

吨。截至 10 月 27 日河北高炉开工率报于 71.13%，全国高

炉开工率报于 66.03%，分别较上周下降 2.35 个和 4.76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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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较 9 月底则分别大幅下降 4.01 个和 9.21 个百分点。

高炉开工率的快速回落正是近期双焦领跌、铁矿重挫的主要

因素。 

消息面： 

据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中国 10 月官方制造业

PM51.6，预期 52，前值 52.4，数据不及预期和前值，9 月

的制造业 PMI 指数曾创 2012 年以来新高。10 月数据虽较上

月回落 0.8%，创三个月以来新低，主要受生产和市场需求

增速有所放慢，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生产活动趋缓等影响，

但比去年同期高 0.4%，制造业整体仍处于扩张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 

唐山市发布 2017-2018 年采暖季钢铁行业错峰生产方案

概要，错峰生产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共 120 天。其中,截至 2016 年底前已采用低品位工

业余热实施城镇供暖的钢铁企业错峰生产时间延长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错峰生产依据：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

污染排放绩效标准，对钢铁企业现场核查、评估，按百分制

量化打分，按照得分结果将钢铁企业分为绿、黄、红三类，

大于 60 分为绿色区、40-60 分为黄色区、40 分以下为红色

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停限产措施。分解落实错峰生产任务：

原则上全市高炉炼铁产能限产 50%，但综合考虑钢铁企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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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工业余热城镇供暖情况，全市采暖季高炉炼铁产能限产

任务为 1821 万吨。（网易财经） 

2.供求关系评述 

高炉开工率大幅收缩，一方面由于吨钢利润水平下滑，另

一方面由于环保压力下，钢厂限产的时间有所提前，这使得

我们曾在十月报中预期的“限产时间差反弹”失败，焦煤、焦

炭、铁矿石的需求受到严重制约，三者期价不断探低。随着

焦化企业利润大幅回吐，限产的力度开始趋紧，双焦和铁矿

连续一周低位震荡反复之后，或有超跌反弹的动作。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801 合约 10 月 27 日-11 月 2 日五个交易日报

收 三 阴 两 阳 格 局 ， 期 价 波 动 收 窄 ， 区 间 整 体 微 弱 收 跌

0.22%，振幅 4.10%。期价开盘于 3650 元/吨，最高上探

3680 元/吨，最低触及 3535 元/吨，收盘于 3642 元/吨。成交

量 1313 万手，较上周的 1767 万手大幅缩减 454 万手；持仓

量仅 236 万手，同样大幅缩减 42 万手，量能显著受挫。 

表 2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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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 3642 3680 3535 -0.22% 4.10% 1313 万手 236万手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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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螺纹 1801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801 合约 10 月 27 日——11 月 2 日五个交易日再

度报收三阴两阳，在上一周期黑色系“多空双杀”后，本周螺纹

波动幅度显著收窄，交投重心整体围绕 3600 点一线展开，最

低探至 3535 元/吨，最高也近触及 3680 元/吨。短期均线族

并未形成趋势性排列，技术指标 MACD 相对钝化，指示性不

强，成交和持仓量能大幅缩减，这也是螺纹缺少趋势性行情

的重要因素。螺纹主力合约维持贴水现货约 300 元/吨，同时

焦化利润收缩有望支撑双焦形成超跌反弹。实际上，本周四

黑色系出现齐齐拉升，尤其以双焦领涨，短线螺纹有望在

3500 点一线的有效支撑下，震荡上探 3800 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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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在上周低开低走收中阴线

后，承压 5 周和 10 周均线，本周暂获 20 周均线支撑，减仓

缩量收小阳线，技术指标 MACD 形成死叉，预示着中线仍有

下行空间，但短线 3500 点一线支撑有效，或再次探至 5 周均

线之上。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钢厂和焦化限产双双趋紧，黑色

系呈现供需两弱的局面。但随着焦化企业利润大幅回吐，限

产的力度开始趋紧，双焦和铁矿连续一周低位震荡反复之

后，或有超跌反弹的动作。本周螺纹暂获 20 周均线支撑，减

仓缩量收小阳线，短线 3500 点一线支撑有效，或再次探至 5

周均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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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主力合约维持贴水现货约

300 元/吨，同时焦化利润收缩有望支撑双焦形成超跌反弹。

实际上，本周四黑色系出现齐齐拉升，尤其以双焦领涨，短

线螺纹有望在 3500 点一线的有效支撑下，震荡上探 3800 点

一线。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空单止盈离场。  

激进操作：依托 3600 一线波段短多。  

止损止盈：多单止损 36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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