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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热轧卷存在调整风险，铁矿仍有上行空间 

 

主要观点：  

1、螺纹钢：当前钢材市场利好消息频出，加上环保限产，

库存偏紧等因素影响，利多钢材市场。同时，随着雨季天气减少，

钢材现货成交活跃，钢材现货价格坚挺，对期货市场有支撑。螺

纹钢 1810合约中长期看好思路不变，短期存在技术性调整概率，

重点关注 4240前高点位资金走向，支撑关注 3900-4000区间，

操作上，建议回调后尝试多单。 

2、热轧卷：制造业市场需求稳定，钢材库存整体偏紧，现

货成交活跃，市场存在支撑。热轧卷 1810合约中长期看好思路

不变，短期存在技术性调整预期，重点关注 4266压力资金走向，

支撑暂看 4000，操作上，建议回调后尝试多单。 

3、铁矿石：铁矿供需相对稳定，当前汇率及海运费变动对

市场影响较大，当前，由于贸易战无缓解迹象，预计短期汇率仍

面临继续贬值风险，对铁矿期货有支撑。铁矿 1809合约短期仍

反弹预期，重点关注 490附近支撑有效性，之上压力看 520，操

作上，回调支撑不破可尝试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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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述评 

上周，螺纹钢现货市场成交较好，期现货价格表现坚挺；热轧卷需求平稳，

期现货市场价格变动幅度有限；铁矿市场多空博弈强烈，期现货价格小幅下跌。

具体价格变化如下： 

数据显示，截止上周末，螺纹钢 1810 合约价格上涨 1.47%，期货收盘价格

为 4187 元/吨；上海螺纹钢 HRB400-20mm 价格上涨 0.95%，市场价格为 4220 元

/吨；从期现货市场变化看，期货价格涨幅明显，基差走弱，由 54 缩小至 33，

期货市场贴水继续收窄（见图 1）。 

热轧卷 1810 合约价格上涨 0.52%，期货收盘价格为 4221 元/吨；上海热轧

卷 Q235B—4.75mm 价格环比持平，市场价格为 4260 元/吨；从期现货市场变化

看，期货价格表现偏强，基差走弱，由 61 缩小至 39，期货市场贴水收窄（见图

1）。 

铁矿石 1809 合约价格下跌 1.42%，期货收盘价格为 484.5 元/吨；青岛港铁

矿石 61.5%品位 PB 粉价格下跌 0.42%，市场价格为 467 元/吨,从期现货市场变化

看，期货价格跌幅略大，基差走强，由-22.5 扩大至-17.5，期货市场升水幅度继

续收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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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螺纹钢、热轧卷期现货价格走势图 （元/吨）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图表 2: 铁矿期现货价格走势图（元/吨）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二、市场运行情况 

（一）钢厂检修数量增加，产量连续下降，销售利润保持较高水平 

数据显示，7 月 27 日，全国钢厂检修上升至 100 家，环比增加 11 家；截止

8 月 3 日，全国重点企业高炉开工率 66.99%，环比下跌 0.41 个百分点，呈连续

下跌状态。同时，盈利钢厂数量占比保持在 84.05%。从数据看，由于环保限产

影响钢厂检修逐渐增多，导致钢铁产量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当前钢铁企业

销售利润仍保持较高水平（见图 3）。 

图表 3：钢厂检修情况及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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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二）钢材供应保持稳定，延续收紧状态 

数据显示，7 月中旬期钢厂库存量 1235.58 万吨，环比增长 6.7%；截止上周

末，全国社会钢材库存量为 992.56 万吨，环比上涨 0.6%（见图 4）；从库存情况

看，供应量变化幅度较有限，仍处于偏紧状态，对市场价格有支撑。 

图表 4：重点钢企及社会钢材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三）铁矿到货量下降，钢厂和港口库存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截止至 7 月 29 日，北方港口到货量 976.3 万吨，环比下降 1.1%；

截止 8 月 3 日，钢厂进口矿库存可用天数为 27 天，环比增加 1.5 天；45 个港口

库存量 15410.39 万吨，环比增长 0.42%（见图 5）；综上看，7 月末北方港口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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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量变化幅度较小，钢厂内铁矿库存小幅上涨，整体相对稳定，港口库存变

化幅度有限，从供应角度看对市场价格影响较有限（见图 6）。 

图表 5：钢厂库存及港口库存变化情况（单位：天数、万吨） 

 
图表 6： 铁矿北方港口到货量（万吨）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四）人民币汇率贬值，海运费价格上涨，铁矿进口成本升高 

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3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6.85 元/美元，周环比贬

值 0.88%；铁矿周平均普价格为 67.45 元/吨，环比增长 0.1%；当期，巴西图巴

朗－青岛港海运运费为 24.7 美元/吨，环比上涨 8.3%；西奥－青岛港海运费 10

美元/吨，环比上涨 7.5%。综上看，受贸易战影响人民币大幅贬值对铁矿进口不

利，加上国外地域政治因素影响原油价格上涨，而导致海运成本上升，是导致

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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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汇率及海运费价格走势（美元） 

 
数据来源：国元期货 

三、技术分析 

1、螺纹钢：rb1810 合约日线图价格呈高位整理走势。从趋势指标上看，MA

均线整体上行；MACD 均线仍保持零线之上，延续金叉状态，红柱缓慢收缩；

成交量和持仓量下降（存在换月因素），其中成交量由 342 万张降至 291 万张，

持仓量由 303 万张降至 234 万张；综合分析，短期市场资金力量和市场活跃度下

降，短期价格上涨动力偏弱，存在回调风险（见图 8）。  

图表 8：螺纹钢 1810 日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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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轧卷：I1809 合约日线图价格呈高位盘整走势；从趋势指标上看，MA

均线整体水平偏上；MACD 均线零线之上，且呈金叉状态；成交量和持仓量下

降，其中成交量由 55 万张降至 42 万张，持仓量 60 万张降至 49 万张；综合分析，

市场资金力量持续减弱，市场活跃度不高，短期价格存在回调风险（见图 9）。 

图表 9：热轧卷 1810 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3、铁矿石：I1809 合约日线图价格突破盘整区间冲高回落；从趋势指标上

看，MA 均线中长期保持水平延伸，短期均线上扬；MACD 均线零线之上，且

呈金叉状态；成交量和持仓量下降（存在换月因素），其中成交量由 142 万张降

至 100 万张，持仓量 93 万张降至 64 万张；综合分析，市场资金力量持续减弱，

市场活跃度不高，短期价格存在调整概率（见图 10）。 

图表 10：铁矿 1809 合约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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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四、结论及操作建议 

1、螺纹钢：当前钢材市场利好消息频出，加上环保限产，库存偏紧等因素

影响，利多钢材市场。同时，随着雨季天气减少，钢材现货成交活跃，钢材现

货价格坚挺，对期货市场有支撑。螺纹钢 1810 合约中长期看好思路不变，短期

存在技术性调整概率，重点关注 4240 前高点位资金走向，支撑关注 3900-4000

区间，操作上，建议回调后尝试多单。 

2、热轧卷：制造业市场需求稳定，钢材库存整体偏紧，现货成交活跃，市

场存在支撑。热轧卷 1810 合约中长期看好思路不变，短期存在技术性调整预期，

重点关注 4266 压力资金走向，支撑暂看 4000，操作上，建议回调后尝试多单。 

3、铁矿石：铁矿供需相对稳定，当前汇率及海运费变动对市场影响较大，

当前，由于贸易战无缓解迹象，预计短期汇率仍面临继续贬值风险，对铁矿期

货有支撑。铁矿 1809 合约短期仍反弹预期，重点关注 490 附近支撑有效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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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压力看 520，操作上，回调支撑不破可尝试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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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网址：www.guoyuan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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