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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攻

LLDPE、PP 等化工品品种，精通相

关产业链，注重理论与实际，基本分

析与技术分析相结合。对跨期、跨品

种套利亦有一定研究。 

 

 

 
一、基本面分析 

  １、现货行情综述 

（1）市场概述 

市场偏弱运行，周四时找塑料 PE 成交指数较上周下降。余姚塑料城市场报价显示，周四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LLDPE(DFDA-7042,扬子石化)价格报 10100 元 /吨、高密度聚乙烯

HDPE(5000S,扬子石化)价格报 10100 元 /吨，同上周五相比变动不大，低密度聚乙烯

LDPE(2426H,扬子巴斯夫)价格则较上周五下降 100 元/吨，报 10650 元/吨。 

 

（2）出厂价格变动 

本周 PE 市场震荡下滑，期货震荡偏弱，拖累石化部分大区下调出厂价。 

本周煤企煤制烯烃PE出厂价较上周五相比下降 50-150元/吨，14日中煤蒙大 7042华南、

华北出厂价分别为 9900、9600 元/吨。 

图 1.找塑料 PE 成交指数  图 2.余姚塑料城 PE 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找塑料网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 3 ) 供给端变动 

装置上，神华宁煤 LLDPE 装置 12 月 12 日停车，计划 10 天；上海石化 1PE1#装置 12

月份全月检修；中天合创 LDPE 管式装置 12 月 4 日停车，开车时间待定；燕山石化新 LDPE12

月 11 日停车检修 2 天。13 日企业装置开工率为 94.8%左右，较上周五下降。 

 

（4）需求情况 

下游棚膜生产旺季结束，地膜生产启动缓慢，终端需求利好支撑不足。找塑料网数据显

示，PE 包装膜生产企业平均开工率在 65%左右；农用膜厂家平均开工率在 50%左右。 

 

  （5）库存变化情况 

  13 日石化库存 64 万吨左右，同上周五 66 万吨水平相比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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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装置运行及检修计划  图 3.石化库存变动 

 

 

 
资料来源：找塑料网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找塑料网  新纪元期货研究 

 

2.、上游原材料变动情况 

（1）国际原油 

本周 API 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8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738.2 万桶至 4.444 亿桶，分析师预计为减少 378 万桶。

库欣原油库存减少 270.4 万桶。此外，上周汽油库存增加 233.4 万桶，分析师预计增加 218.4 万桶。同时上周精炼油库存增加 153.8

万桶，分析师预估为增加 41.6 万桶。更多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进口减少 25.7 万桶/日至 730 万桶/日。OPEC 预计全球油市

2018 年末恢复平衡，因减产消除过剩库存，尽管美国和其他产油国增加产量。OPEC 预计 2018 年全球对 OPEC 的原油需求平均

为 3315 万桶/日，较前次预期下调 27 万桶/日。预计美原油短线运行区间 55.0-59.5。 

（2）乙烯 

截止 12 月 13 日，CFR 东南亚收于 1200 美元/吨，与 12 月 6 日价格相比上涨 20 美元/吨。CFR 东北亚中间价收于 1330 美

元/吨，与 12 月 6 日价格相比上涨 20 美元/吨。欧洲地区价格走低，截止 12 月 13 日价格为 CIF 西北欧中间价收于 1105.0 美元/

吨，FD 西北欧中间价收于 949.5 欧元/吨。美国地区乙烯价格走低收于 27.50 美分/磅。 

 

图 4.美原油主力合约走势  图 5.乙烯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WIND  新纪元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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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动分析 

 

1、K 线分析 

连塑 1805 合约上周五震荡走高收出中阳线，本周一高开震荡收出带长上下影的小阴线，周二跳空高开后走高收出小阳线，周

三低开大幅走低收出中阴线，周四冲高回落收出带长上影的小阴线。截至本周四周线收出小阴线，短线走势震荡。 

2、技术分析 

日线上，本周 K 线围绕 5、10 日均线上行震荡，10 日均线周一拐头向上，20、40 日均线本周则继续走低。自 11 月 30 日以

来，K 线基本在 9250-9600 区间内震荡。上周五开始 MACD 指标绿色柱缩短，周二时 MACD 指标在零轴下形成金叉。KDJ 指标

本上周四时形成金叉，本周一、二 K、D 值继续上升，周三、周四 K 值走低，D 值走平，在周四时形成死叉。周线上，截至周四，

5 周均线继续向下，10 周均线走平， 20 周均线则拐头向下，MACD 指标绿色柱扩大，KDJ 指标 K、D 值走低。 

 

图 6.LLDPE 日线图  图 7.LLDPE 周线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纪元期货研究 

 

三、观点与期货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神华宁煤装置暂检修，但检修时间较短，月内重启机率较大。需求方面，棚膜需求旺季渐过，刚需减

弱。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本周初石化挺价意愿增加，不过下游买家投机积极性不高，周四时出厂价涨势放缓。上海石化 1PE1#

装置 12 月份全月检修；中天合创 LDPE 管式装置 12 月 4 日停车，开车时间待定；燕山石化新 LDPE12 月 11 日停车检修 2 天。

13 日企业装置开工率为 94.8%左右，较上周五下降。库存方面，13 日石化库存 64 万吨左右，同上周五 66 万吨水平相比略有下

降，库存压力不大。 

2.操作建议 

前期空单仍可持有，无仓者 LLDPE1805 合约背靠 20 日均线可适量短空。若价格升破 9650 则空单离场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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