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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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7 462.13 13437 3560 515.95 

05.24 423.21 13616 3780 503.31 

05.31 392.23 13681 3750 473.04 

06.07 389.22 13654 3610 469.70 

变化 -3.01 -27 -14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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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 月

7 日，全国螺纹钢周度库存报于 389.22 万吨，较上周小幅回

落 3.01 万吨，整个五月单月下降超过 100 万吨，进入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历史低位区域。铁矿石港口库存恰恰相

反，截至 6 月 7 日当周，库存报于 13654 万吨，较上周微弱

下降 27 万吨，但近半年来不断攀升刷新历史高位。螺纹钢现

货价格报于 3610 元/吨，较上周大减 140 元/吨；62%品位进

口铁矿石本周仅微调 3.34 元/吨。截止 6 月 2 日河北高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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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率报于 78.10%，与上周持平；全国高炉开工率 76.24%，

较上周提升 1.1 个百分点。 

消息面： 

2017 年 5 月我国出口钢材 698 万吨，较上月增加 49 万

吨，同比下降 25.9%；1-5 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3419 万吨，

同比下降 25.7%。（海关总署） 

2017 年 5 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152 万吨，较上

月增加 929 万吨，同比增长 5.5%；1-5 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

砂及其精矿 44457 万吨，同比增长 7.9%，进口均价为 545.2

元/吨，上涨 64.8%。（海关总署） 

2.供求关系评述 

基本面而言，粗钢产量居高不下同时钢材出口水平也同

比大幅下降，而社会库存量不断下滑，这说明钢材市场需求

量高于预期。这也是支撑螺纹钢价格在近半年均维持高位震

荡的基础。阶段而言，螺纹和铁矿之间价差过大，近千元的

吨钢利润需要修复。同时铁矿石进口量逐月增加，港口库存

不断攀升，价格受到严重打压，下行格局仍存，也在一定程

度上拖累螺纹钢价格。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710 合约 6 月 2 日-6 月 8 日当周五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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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收两阳两阴一平。期价开盘于 3098 元/吨，最高上探 3108

元/吨，最低触及 2906 元/吨，收盘于 2968 元/吨，区间内小

幅上涨 4.20%，震荡幅度 6.95%。成交量 3904 万手，持仓

量 408 万手，成交和持仓热情维持高位。 

表 2  6 月 2 日至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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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 2968 3108 2906 -4.20% 6.95% 3904 万 408万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K 线及均线分析 

图 1 螺纹 1710 合约日 K 线 

 

螺纹 1710 合约 6 月 2 日-6 月 8 日当周报收两阳两阴一

平格局，期价整体呈现延续前期跌势，但又暂时止跌震荡整

理。期价上周五在失守 3140 元/吨后，大幅下挫探至 4 月 20

日以来的上升趋势线附近，本周一小幅冲高回探粘合的 10 日

和 20 日均线后，回落下杀收中阴线，继续发力下挫。随后的

三个交易日，期价在 2900-3000 元/吨区间震荡波动，成交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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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探低回升，持仓高涨。在小幅上探至 3025 元/吨触及 40 日

线后，螺纹 1710 合约回吐涨幅收十字星，随着技术指标

MACD 绿柱放大，期价有望承压 3000 点进一步调整。 

图 2 螺纹 1710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710 合约本周暂收小阴线，期价本周

再次短暂跌破 40 周线，并且再度承压 5 周、10 周和 20 周均

线，有望形成向下突破，若破位则下方支撑看向 2800 点，而

60 周均线将与 2800 点一线将形成重要支撑。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螺纹和铁矿之间价差过大，近千

元的吨钢利润需要修复。同时铁矿石进口量逐月增加，港口

库存不断攀升，价格受到严重打压，下行格局仍存，也在一

定程度上拖累螺纹钢价格。，螺纹 1710 合约期价本周再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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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跌破 40 周线，并且再度承压 5 周、10 周和 20 周均线，有

望形成向下突破，若破位则下方支撑看向 2800 点，而 60 周

均线将与 2800 点一线将形成重要支撑。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钢 1710 合约失守 3140 元/

吨后，破位 4 月 20 日以来的上升趋势线，经过三个交易日的

震荡整理后，承压 3000 点整数关口有望进一步下挫。操作上

建议中线空单继续持有，或背靠 3000 点逢高偏空。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空单继续持有。  

激进操作：背靠 3000 点逢高偏空。 

止损止盈：支撑位 2800 元/吨，止损位 3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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