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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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 418.72 13313 4050 648.65 

08.30 426.01 13146 4040 630.34 

09.06 437.16 13078 4160 629.38 

09.13 447.51 13072 4100 614.42 

变化 +10.35 -6 -60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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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 7 月 20

日当周以来，库存水平出现见底回升迹象，连续八周小幅增

长，9 月 13 日当周环比增加 10.35 万吨至 447.51 万吨。铁

矿石港口库存截至 9 月 13 日当周报于 13072 万吨，较上周

微幅回落 6 万吨，呈现七周连降。螺纹钢现货价格报于 4100

元/吨，较上周减少 60 元/吨，与期货的升水再度扩大至 200

元/吨之上；62%品位进口铁矿石本周小幅减少 14.96 元/吨至

614.42 元/吨。截至 9 月 8 日河北高炉开工率报于 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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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周持平；全国高炉开工率报于 75.98%，较上周再度回落

0.4 个百分点，开工热情出现下滑。 

消息面： 

中国 8 月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8.7%至 7459 万吨，创纪录

新高。7 月同比增长 10.3%。中国 1-8 月份粗钢产量增长

5.6%至 5.6641 亿吨；1-7 月同比增长 5.1%。（国家统计

局） 

 2017 年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0%，比 7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 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46%，增速比上月提高 0.05

个百分点。1-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其中 8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0.9%。（国家

统计局） 

1-8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平前值，维持在年内低位

的 7.9%，单月增幅小幅回升至 7.8%。1-8 月，房地产开发

商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的同比增速均有回落，住宅新开工

面积增速也有回落。但 8 月单月的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小幅

回升，至 5.3%。1-8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99804

亿元，同比增长 9.0%，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0.7 个百分点。  

1-8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4229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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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0.1%，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1 个百分点；土地成

交价款 6609 亿元，增长 42.7%，增速提高 1.7 个百分点。8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2352 万平方米，比 7 月末减少

1144 万平方米。（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1-8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394150 亿元，同比增长 7.8%，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84748 亿元，同比增长 19.8%，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1.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2.供求关系评述 

8 月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现货价格小幅回落，螺纹

钢社会库存连续八周小幅回升。铁矿石进口量价齐升，港口

库存也呈现八周连降，但降幅逐步收缩，有止跌迹象，现货

价格出现回落。9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项 8 月经济

数据，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均不及预

期，黑色系商品及工业品在 14 日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反应激

烈。 

二、波动分析 

1.一周市场综述 

螺纹主力 1801 合约 9 月 8 日-9 月 14 日当周五个交易日

报收三阴两阳。期价开盘于 3951 元/吨，最高上探 40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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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最低触及 3818 元/吨，收盘于 3831 元/吨，区间小幅收

跌 3.04%，振幅 5.76%。成交量 2262 万手，较上周回升

30.7 万手；持仓量 378.7 万手，较上周大幅增加 12.8 万手。

交投热情仍十分高涨。 

表 2  9 月 8 日至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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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 3831 4038 3818 -3.04% 5.76% 2262 万手 378.7 万手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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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9 月 14 日当周报收三阴两阳，

整体呈现承压回落格局。期价前三个交易日与短期均线纠

缠，脚踩上升趋势线，上方显著承压，成交一般持仓小幅回

落，周三期价小幅增仓，上探 4000 点一线后回落，周四低开

低走延续跌势，并破位短期均线，回踩 40 日线。短线或延续

回落考验 3800 点一线支撑，一旦形成破位，技术目标位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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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向 3500 点一线，若能有效获得支撑则将在 3800-4000 点

之间震荡。 

图 2 螺纹 1801 合约周 K 线 

 

图片来源：文华财经 

从周线来看，螺纹 1801 合约自 6 月 9 日以来始终维持

良好的周线级别上攻，除 7 月 21 日当周收微弱小阴线窄幅震

荡外，其余 12 颗周 K 线全部为阳线，累计涨幅也超过

45%，期价也稳站向上发散的 5 周均线之上。但近四周期价

屡次试探 5 周均线的支撑，成交缩量持仓飙升，交投重心小

幅抬升并短暂突破 4000 点大关。尤其在上周形成长上影中阴

线，回探 5 周均线支撑，结束连续拉涨。本周回落至 5 周均

线之下，有望延续调整回踩 10 周均线，建议多单宜逢高离

场，关注 3750-3800 一线支撑。 

三、观点与建议 

1.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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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展望（月度周期）：8 月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现

货价格小幅回落，螺纹钢社会库存连续八周小幅回升。铁矿

石进口量价齐升，港口库存也呈现八周连降，但降幅逐步收

缩，有止跌迹象，现货价格出现回落。9 月 14 日，国家统计

局公布了数项 8 月经济数据，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等均不及预期，黑色系商品及工业品在 14 日出现

较大幅度下跌，反应激烈。黑色系商品价格位于五浪的末

端，技术面也存有调整需求。在上周形成长上影中阴线，回

探 5 周均线支撑，结束连续拉涨，本周回落至 5 周均线之

下，有望延续调整回踩 10 周均线，建议多单宜逢高离场，关

注 3750-3800 一线支撑。 

短期展望（周度周期）：螺纹 1801 合约期价本周再次上

探 4000 点一线后回落，周四低开低走延续跌势，并破位短期

均线，回踩 40 日线。短线或延续回落考验 3800 点一线支

撑，一旦形成破位，技术目标位则要看向 3500 点一线，若能

有效获得支撑则将在 3800-4000 点之间震荡。 

2.操作建议 

保守操作：前期多单逢高离场。  

激进操作：尝试逢高短空，破 3800 点再次加仓持有。 

止损止盈：空单止损位 392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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