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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纹钢  

钢强矿弱格局仍存 期现收缩、利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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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4 423.21 13616 3780 503.31 

05.31 392.23 13681 3750 473.04 

06.07 389.22 13654 3610 469.70 

06.14 382.04 14059 3560 462.17 

变化 -7.18 +405 -50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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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全国螺纹钢周度库存报于 382.04 万吨，较上周小幅

回落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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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当周，库存报于 14059 万吨，较上周

大幅回升 405 万吨，突破 1.4 亿吨大关再创新高。螺纹钢现

货价格报于 3560 元/吨，较上周下降 50 元/吨；62%品位进

口铁矿石本周小幅回落 7.53 元/吨。截止 6 月 2 日河北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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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率报于 78.73%，较上周回升 0.63 个百分点；全国高炉

开工率 76.93%，较上周提升 0.69 个百分点。 

消息面： 

2017 年 5 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33.1 万吨，较 4 月份下降

3.9%；钢材日均产量 308.97 万吨；生铁日均产量 199.13 万

吨。2017 年 5 月我国粗钢产量 7226 万吨，同比增长 1.8%；

1-5 月我国粗钢产量 34683 万吨，同比增长 4.4%。2017 年 5

月我国生铁产量 6173 万吨，同比下降 0.1%；1-5 月我国生

铁产量 30047 万吨，同比增长 3.3%。2017 年 5 月我国钢材

产量 9578 万吨，同比下降 1.9%；1-5 月我国钢材产量

45368 万吨，同比增长 0.8%。（国家统计局） 

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5%，

增速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1-5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5 月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为 51.2%，与上月持平，连续 10 个月处于荣枯线

以上。1-5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7595 亿元，同比增

长 8.8%，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

局） 

2.供求关系评述 

5 月中国各项宏观数据陆续出炉，多数良好，但其中房

地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这对远期钢材需求形成一定利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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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但

同时宣布央行将减持国债，收缩货币敞口，这一点为利空因

素，但就市场表现而言，外盘欧美时段相对平稳，除金融属

性较强的避险商品外，农产品相对平稳、工业品小幅回落，

国内时段，黑色系全面拉涨，持仓大增成交活跃，有利空出

尽的意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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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6 月 15 日当周五个交易日

报收四阳一阴。期价开盘于 2968 元/吨，最高上探 3124 元/

吨，最低触及 2930 元/吨，收盘于 3111 元/吨，区间内小幅

上涨 4.86%，震荡幅度 6.62%。成交量 3569 万手，持仓量

417 万手，成交和持仓热情维持高位。 

表 2  6 月 9 日至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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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 3111 3124 2930 +4.86% 6.62% 3569 万 4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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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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6 月 15 日当周报收四阳一阴格

局，期价整体波动放大、探低回升格局。期价在上周四收标

准十字星后，周五和周一延续小幅回升，站上 3000 点关口，

但周二期价巨幅增仓 22 万手中阴线下杀，触及周内低点

2930 元/吨，然而隔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上一交易日所增加

的 22 万手持仓系数“逃离”，期价平开高走收长阳线，不仅回

补上一交易日涨幅，更逼近前期上行趋势线。在反复跌破、

收复 5 日和 10 均线后，螺纹周四小幅探低回升再收阳线，稳

站短期均线，并且触及布林通道中轨，技术指标 MACD 绿柱

收缩，期价上行考验 3140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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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本周探低回升暂收中阳线，

期价一度回踩跌破 40 周线，随后震荡拉升收于 5 周均线附

近。螺纹在过去的 9 周中其次下探 40 周均线，均暂获支撑，

周度均线族在 3000 点一线收拢，形态并不佳。中长线的目标

位（支撑）仍在 60 周均线即 2800 点一线。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中期展望（月度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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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月房地产投资增速

小幅回落，这对远期钢材需求形成一定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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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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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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方面，螺纹期价一度贴水现货近 800 元/吨，这也是近期钢

材多方的理由之一，随着期价回升、现货价格的小幅回落，

两者价差迅速收缩至 400 元/吨左右，应该警惕后期期现货价

差的回归方式可能发生改变。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6 月 14 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但同时宣布央行将减持国债，收

缩货币敞口，这一点为利空因素。但就市场表现而言，外盘

欧美时段相对平稳，除金融属性较强的避险商品外，农产品

相对平稳、工业品小幅回落，国内时段，黑色系全面拉涨，

持仓大增成交活跃，有利空出尽的意味。螺纹 1710 合约稳站

短期均线族之上，并且触及布林通道中轨，技术指标 MACD

绿柱收缩，期价上行考验 3140 一线。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中线暂观望。  

激进操作：短多关注 3140 一线压力位，突破则持有，承

压则离场。 

止损止盈：止损位 30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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