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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钢材、铁矿市场价格区间震荡将延续 

 

主要观点：  

1、钢材：10 月中旬，螺纹钢及热轧卷市场基本面平稳，现

货成交活跃，价格坚挺，钢材供应偏紧仍对螺纹钢和热卷期货市

场仍有支撑。但 10 月份过后，需求逐渐减少的预期仍对市场价

格有压制，市场多空博弈强烈，预计短期价格将延续区间震荡走

势。螺纹钢 1901 合约短期压力关注 4200-4300 区间，支撑 3900。

操作上，关注区间上下限资金走向，延续高抛低吸策略操作；热

轧卷 1901 合约短期关注 3800 支撑，压力 4150。操作上，关注区

间上下限资金走向，延续高抛低吸策略操作。 

2、铁矿石：短期铁矿市场需求是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汇率和海运费对价格支撑力度下降，短期重点关注钢厂需求变化

情况。由于当前港口库存量仍处于高区间，对价格上涨有制约，

预计短期铁矿仍延续区间震荡走势。铁矿 1901 合约关注 520-530

区间压力，支撑暂看 500，操作上，延续高抛低吸策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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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述评 

上周，螺纹钢现货市场成交相对活跃，现货价格表现坚挺；热轧卷需求相

对稳定，但市场价格表现偏弱；铁矿期现货价格延续坚挺，期货价格上涨较明

显。具体价格变化如下： 

数据显示，截止上周末，螺纹钢 1901 合约价格下跌 1.24%，期货收盘价格

为 4055 元/吨；上海螺纹钢 HRB400-20mm 价格上涨 0.65%，市场价格为 4620 元

/吨；从期现货市场变化看，价格出现背离，基差走强，由 484 扩至 565，期货

市场贴水幅度扩大（见图 1）。 

热轧卷 1901 合约价格下跌 1.8%，期货收盘价格为 3860 元/吨；上海热轧卷

Q235B—4.75mm 价格环比下跌 0.47%，市场价格为 4180 元/吨；从期现货市场变

化看，期货价格跌幅较大，基差走强，由 269 扩至 320，期货市场贴水幅度扩大

（见图 1）。 

铁矿石 1901 合约价格环比持平，期货收盘价格为 515 元/吨；青岛港铁矿石

61.5%品位 PB 粉价格上涨 3.4%，市场价格为 548 元/吨,从期现货市场变化看，

现货价格涨幅略大，基差走强，由 15 扩至 33，期货市场贴水幅度继续扩大（见

图 2）。 

图表 1：螺纹钢、热轧卷期现货价格走势图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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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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生产积极性延续向好 

截止 10 月 19 日，全国重点企业高炉开工率 68.37%，环比下降 0.26 个百分

点。同时，盈利钢厂数量占比 83.44%，环比持平。从数据看，全国大部分钢厂

保持盈利状态，钢厂生产积极性保持向好，周环比变化幅度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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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供应延续偏紧状态 

数据显示，10 月上旬，钢厂库存量 1261.9 万吨，环比增长 1.6%，目前库存

量仍处于低位区间；截止上周末，全国社会钢材库存量为 1028.6 万吨，环比下

降 3.5%（见图 4）。综上情况，钢厂库存及社会存延续低位波动，钢材总供应量

偏紧局面未改变，对市场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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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库存难以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截止至 10 月 14 日，北方港口到货量 1141.2 万吨，环比增长 4.07%；

预计后期到货量为 776 万吨，环比下降 3.2%；截止 10 月 19 日，钢厂进口矿库

存可用天数为 25.5 天，环比增加 0.5 天；45 个港口库存量 14527.65 万吨，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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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1.22%（见图 5）；综上看，10 月中旬北方港口矿石预测到货量下降，而钢

厂内铁矿库存和港口库存量变化幅度有限。因此，钢厂未出现减产的情况下，

短期港口库存量难以大幅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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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进口成本支撑力度下降 

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 19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6.938 元/美元，环比

贬值 0.37%；铁矿周平均普价格为 73.45 元/吨，环比增长 1.95 美元/吨；巴西图

巴朗－青岛港海运运费为 21.1 美元/吨，环比持平；西奥－青岛港海运费 8.6 美

元/吨，环比下降 0.54 美元/吨。综上看，近期人民币汇率和海运价格对铁矿进

口价格影响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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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1901 合约日线图延续区间震荡格局。从趋势指标上看，MA

均线保持水平延伸；MACD 均线与零线融合，且呈金叉状态，绿柱翻红；成交

量和持仓量增长，其中成交量由 418 万张增至 443 万张，持仓量由 260 万张增至

270 万张；综合分析，市场金力量增长，活跃度上升，长短期趋势水平延伸，预

计短期价格延续区间震荡走势为主（见图 8）。  

图表 8：螺纹钢 1901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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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2、热轧卷：hc901 合约价格延续区间震荡格局。从趋势指标上看，MA 大多

数均线水平偏下；MACD 均线下穿零线之下，死叉即将转金叉；红柱收缩至零

线中，成交量和持仓量增长，其中成交量由 64 万张增至 81 万张，持仓量 64 万

张增至 74 万张；综合分析，市场资金力量和活跃度小幅增强，整体趋势偏弱，

预计短期价格延续区间弱势震荡走势为主（见图 9）。 

图表 9：热轧卷 1901 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国元期货 

3、铁矿石：I1901 合约日线图延续区间震荡走势。从趋势指标上看，MA 均

线整体偏上；MACD 均线仍在零线之上，呈金叉状态，红柱水平延伸；成交量

增长，持仓量下降，其中成交量由 66 万张增至 85 万张，持仓量由 67 万张降至

62 万张；综合分析，市场资金小幅减少，活跃度提升，趋势整体上行，短期关

注价格区间上限资金走向（见图 10）。 

图表 10：铁矿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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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10 月中旬，螺纹钢及热轧卷市场基本面平稳，现货成交活跃，价

格坚挺，钢材供应偏紧仍对螺纹钢和热卷期货市场仍有支撑。但 10 月份过后，

需求逐渐减少的预期仍对市场价格有压制，市场多空博弈强烈，预计短期价格

将延续区间震荡走势。螺纹钢 1901 合约短期压力关注 4200-4300 区间，支撑 3900。

操作上，关注区间上下限资金走向，延续高抛低吸策略操作；热轧卷 1901 合约

短期关注 3800 支撑，压力 4150。操作上，关注区间上下限资金走向，延续高抛

低吸策略操作。 

2、铁矿石：短期铁矿市场需求是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汇率和海运费

对价格支撑力度下降，短期重点关注钢厂需求变化情况。由于当前港口库存量

仍处于高区间，对价格上涨有制约，预计短期铁矿仍延续区间震荡走势。铁矿

1901 合约关注 520-530 区间压力，支撑暂看 500，操作上，延续高抛低吸策略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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