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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提要 

（1）一周行情回顾： 

 

 

橡胶 1609 合约日 K 线。 

本周，天胶价格本周明显上涨之后价格回调 ，主要市场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支

撑商品价格，但原油价格和黑色系商品的回落，为天胶价格造成压力。 

 

（2）我们的观点： 

下游方面,轮胎数据维持偏好。 

而在宏观面上,美债出售压力增加，美元有反弹倾向，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明显。 

操作方面，多单注意获利离场为主，注意控制仓位，警惕高位回调出现。 

目前市场宏观风险影响明显，投资者谨慎保持轻仓短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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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盘价格： 

 

◎ 

官方进口橡胶外盘报价汇总表(本周) 

    日期                
类别(价格:

美元/吨) 2016/4/13 2016/4/14 2016/4/15 2016/4/18 2016/4/19 

泰国 RSS3 1706.5 1711.3 1711.8 1716.7 1730.3 

印尼 SIR20 1715 1715 1710 1705 1700 

 

进口胶价格上涨有所停滞。 

 

三、现货橡胶价格 

 

◎4 月 21 日，丁苯橡胶(1502)参考价为 11857.14 元/吨，与 4 月 1 日(9828.57)相

比，上涨了 20.64% 

◎4 月 21 日，顺丁橡胶参考价为 11270.00 元/吨，与 4 月 1 日(9920.00)相比，上

涨了 13.61% 

◎上海地区天然橡胶市场，14 年国营全乳胶报价 12300 元/吨，15 年全乳胶报价

12700 元/吨，标二报价 12100 元/吨，泰国 RSS317 税 13500 元/吨，越南 3L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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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税报价 12600 元/吨，有高价报 13200 元/吨，市场报价盘整，实单具体商谈。  

◎上海地区天然乳胶市场，黄春发桶装乳胶报价 11600 元/吨，三棵树桶装乳胶

报价在 11800 元/吨，市场报价价格暂稳，实单成交可谈。 

  

全乳价格现货方面，国内价格有所回升。合成胶价格回升，提升天胶底部价格，

对天胶价格有所支撑。  

 

四、橡胶生产与需求量 

◎   

 

 

◎2016 年 4 月 22 日 

◎天胶期货库继续升高。 上海期货交易所天胶期货库存 237870 吨，库存小记

293090 吨，上周期货 237870 吨，库存小记 287494 吨。库存持续回升。 

 



                                         
 

 

 5 

  规划财富，成就梦想 

高效、严谨、敬业 

 

 

◎截至 2016 年 4 月中旬，青岛保税区橡胶库存下降 3.4%至 24.83 万吨，较上月

底减少 8700 吨。具体品种来看，天胶库存下降较大，直接拉低了总库存量。合

成胶库存有所抬升，其中混合胶库存增加幅度较大。上周保税区橡胶入库稀少，

出库相对活跃，集中在四五百吨左右。 

  

五、美元、道琼指数和石油等： 

◎4月 22日周四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 113.75点，跌幅 0.63%，报 17982.52

点 

◎4 月 22 日 17 点 22 分，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每桶 43.37 美元，比上周回升，但

较前日有所下跌。 

◎4 月 22 日 17 点 22 分，美元指数 94.87，与上周相比变化不大。 

 

六、基本面分析： 

◎印度 2015/16财年天然橡胶进口量为 454,303 吨，较上一财年进口的 442,130

吨增加 2.8%，因国内产量下降；天胶产量为 563,000吨，较前一年度的 645,000

吨下降 12.7%；天胶消费量较前一前度下降 3.3%至 987,540吨。 

◎印度 3月天然橡胶产量为 33,000吨，去年同期为 35,000吨；3月天然橡胶进

口量为 28,432吨，去年同期为 31,076吨。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16年 3月天然橡胶（包括胶乳）

进口量为 243,488 吨，环比增 75%，比去年同期增 10%。1-3月进口量为 605,426

吨，同比降 2%；3 月合成橡胶（包括胶乳）进口 293,929吨，环比增 73%，同比

大增 106%。1-3月进口量为 697,512吨，同比增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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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轮胎开工率仍有回升趋势。 

◎欧洲央行 21 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在创记录低位不变，维持每月 QE 规模在

800 亿欧元不变。此外，还公布了将于 6 月开始实施的企业债购买计划细节。 

◎原油市场的情绪已受到主要产油国上周日未能达成冻产协议的影响，不过，国

际能源机构（IEA）上周称，若需求持续，原油市场在今年下半年或会接近平衡。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至 24.7 万人，低于预期的 26.5 万人

以及此前一周的 25.3 万人，创 1973 年 11 月 24 日以来新低，表明劳动力市场持

续走强。 

  

 

◎基本面分析： 

宏观方面，美原油库存数据和影响市场短期信心，整体看，下游轮胎和重卡数据

有所好转，天胶需求有所好转，替代品，合成胶价格的回升支撑了天胶底部价格。

但天胶价格能否继续上行仍要看原油和黑色品种的外围支撑。 

 

七、技术分析： 

 

1609合约 

◎日 K线， Macd 偏强，但指标较高位有所回落，成交有所减少。 

 

八、后市研判： 

◎天胶需求好转，但原油和黑色系商品价格回落压制天胶价格。而美联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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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预期带来的市场信心压力。天胶价格在回升后维持宽幅震荡，价格有高位回落

风险。 

操作方面，需要谨慎，轻仓短单获利离场为主。警惕高位回调出现。 

 

九、操作建议： 

  

橡胶 1609 参考区间：12200-13500 

建议中长期投资者，关注区间波动，控制仓位，减仓获利离场为主。 

对于日内交易者，关注股指，隔夜原油价格走向，以短期技术指标顺势交易，

勿追涨杀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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