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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情复盘】

本周天然橡胶主力合约RU2305合约期价在12800-13135元之

间窄幅震荡。周一周二震荡横盘，周三冲高至 13155 点，周四又

回调下探至 20 日线附近，周五继续窄幅震荡。

本周天然橡胶期货主力合约 RU2305 合约上涨上涨 105 点，涨

幅 0.81%，报收 13000 元/吨。

【基本面分析】

现货价格方面，本周均有小幅上涨。

从供给端来看，国内产区全面停割，国外新胶尚能稳定释放，

不过国外天胶主产区在一季度后期至二季度也将交替减产，原料

价格存上涨趋势，供应压力会有所减小。

从需求端来看，仍未得到显著改善。受春节长假等因素影响，

节前市场需求预期偏弱，1、2月份受假期密集影响，相关企业开

工率将处于偏低水平，对天然橡胶的用量需求影响较大。2022 年

国内重卡销量较上年减少一半，创下 2016 年以来新低。

从库存方面来看，天然橡胶仓单快速增长，青岛进口胶持续

累库，供应压力尚未见顶。

【后市展望】

目前胶市多头信心不足，橡胶短期供需形势未出现实质好转，

供需端缺乏核心利好支撑，上涨动力不足。但中长期随着国内经

济及社会活动逐渐恢复，橡胶消费前景乐观。春节后，原料价格

走势趋向于向上推动价格，内需消费上可能会有刺激政策。从基

本面来看市场分歧点在于未来强预期能否兑现，年后是否能够配

合宏观利好迎来一轮上涨行情。宏观面需警惕美联储加息力度超

过市场预期的可能。

【操作策略】

短期 RU2305 合约大概率会在 12700-13300 元/吨区间维持震

荡走势，操作上建议观望，关注 13300-13400 元/吨附近重要压力

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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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一）期货价格

天然橡胶期货主力合约 RU2305日 K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天然橡胶主力合约 RU2305 合约期价在 12800-13155 元之间窄幅震荡。周一周

二震荡横盘，周三冲高至 13155 点，周四又回调下探至 20 日线附近，周五继续窄幅震荡。

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收盘，本周天然橡胶主力合约 RU2305 上涨 105 点，涨幅

0.81%，报收 13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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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货价格

天然橡胶市场价（截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

数据来源：中国橡胶信息贸易网、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云南国营全乳胶（SCRWF）现货价格 12400 元/吨，较上周上

涨 50 元/吨；泰三烟片（RSS3）现货价格 144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0 元/吨；越南 3L（SVR3L）

现货价格 1165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0 元/吨。

天然橡胶到港价（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天然橡胶到港价 1610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20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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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差价差

天然橡胶基差(活跃合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以上海云南国营全乳胶（SCRWF）现货报价作为现货参考价格，以天然橡胶主力合约

RU2305 合约期价作为期货参考价格，二者基差呈现小幅升阔的态势。

截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二者基差维持在-570 元/吨，较上周扩大 25 元/吨。

天然橡胶跨期价差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天然橡胶连续合约与活跃之间的跨期价差为-580 元/吨，较

上周扩大了 12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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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内外盘价格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市场信息

1.截至 2023 年 1 月 8 日，青岛地区天胶保税和一般贸易合计库存量 47.79 万吨，较上

期增加 1.51 万吨，环比增幅 3.27%。保税区库存环比上周小幅增加 2.76%，一般贸易库存

环比上周增加 3.38%，青岛天然橡胶样本保税仓库入库率 3.77 个百分点；出库率 1.99 个

百分点；一般贸易仓库入库率 6.08 个百分点，出库率 3.54 个百分点。

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根据重点企业周报数据推算，2022 年 12 月汽车销量

245.5 万辆，环比增长 5.5%，同比下降 12.1%；2022 年，汽车销量 2675.7 万辆，同比

增长 1.7%。

3.1 月 12 日乘联会公布了 2022 年 12 月零售销量排名快报。数据显示，12 月份国内狭

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 216.9 万辆，同比增长 3.0%，环比增长 31.4%；1-12 月份累计销

量 2054.3 万辆，同比增长 1.9%。

乘联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12 月乘用车市场零售 242.5 万辆，同比去年增长 15%，较

上月增长 47%；12 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 227.3 万辆，同比去年下降 4%，较上月增长 12%。

2022 年，乘用车市场零售 2070 万辆，同比 2021 年 2015 万辆，增量 55 万辆，同比增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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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预计狭义乘用车批发 2320 万辆，同比 2021 年 2110 万辆，增量 210 万辆，增

幅 10%。

4.国家统计局 1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

年上涨 2%，低于全年 3%左右的预期目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上涨 4.1%。

2022 年 12 月，CPI 同比上涨 1.8%，环比持平；PPI 同比下降 0.7%，环比下降 0.5%。

5.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 2022 年 12 月 CPI 同比上涨 6.5%，符合市场预期，

涨幅创 2021 年 10 月以来最小；环比则下降 0.1%，为两年半来首次环比下降。12 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5.7%，创 2021 年 12 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时公布的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0.5 万，低于预期的 21.5 万，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掉期交易市场显示，交易员押

注美联储 2月和 3月两次会议累计加息将不到 50 个基点。美联储哈克表示，是时候将未来

加息幅度调整为 25 个基点。

三、供应端情况

国内产区全面停割，国外天胶主产区在一季度后期至二季度也将交替减产，供应压力

会有所下降。胶市短期供需形势尚未实质好转，但中长期利多预期对胶价有支撑。

天然橡胶主要生产国产量（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天然橡胶主要生产国的产量除了印度尼西亚略有下降，其他

国家均比上月有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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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胶中国月度产量（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合成橡胶中国累计产量（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合成橡胶中国月度产量及累计产量均比上月有小幅下降。

四、需求端情况

本周，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较上周都有小幅下降；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橡胶轮胎

外胎中国月度产量较上月略微下降 7%；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汽车中国月度产量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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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9.9%。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主要国家汽车月度销量中美国较上月有小幅增长，

日本较前一月有所下降。截至 2022 年 11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8.6 万辆和 232.8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8.2%和 7.1%，同比均下降 7.9%。

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2023 年 1 月 12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年 1月 12日，半钢胎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 42.64%，较上周环比下降8.88% ；

全钢胎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为 36.96%，较上周环比下降 7.29% 。

橡胶轮胎外胎中国月度产量（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橡胶轮胎外胎中国月度产量较上月略微下降 7%。



Page 8

*特别声明：本报告基于公开信息编制而成，报告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文中

的操作建议为研究人员利用相关公开信息的分析得出，仅供投资者参考，据此入市风险自负。

汽车中国月度产量（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汽车中国月度产量同比下降 9.9%。

中国汽车月度销量（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数据来源：中汽协、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8.6 万辆和 232.8 万辆，环比分别下

降 8.2%和 7.1%，同比均下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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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汽车月度销量（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五、库存端情况

国内方面，12 月底海南停割后国内产量会有下滑。但是由于其他主要橡胶生产国仍处

在高产期，所以我国进口货源有所增加，导致近期天胶库存持续上涨。

天然橡胶期货库存（2023 年 1 月 13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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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期货仓单日报（2023 年 1 月 6 日）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1 月 13 日，上期所天然橡胶期货库存为 181800 吨，较上周增加 12100

吨。

六、基本面分析及后市展望

从供给端来看，国内产区全面停割，国外新胶尚能稳定释放，不过国外天胶主产区在

一季度后期至二季度也将交替减产，原料价格存上涨趋势，供应压力会有所减小。

从需求端来看，仍未得到显著改善。受春节长假等因素影响，节前市场需求预期偏弱，

1、2月份受假期密集影响，相关企业开工率将处于偏低水平，对天然橡胶的用量需求影响

较大。2022 年国内重卡销量较上年减少一半，创下 2016 年以来新低。

从库存方面来看，天然橡胶仓单快速增长，青岛进口胶持续累库，供应压力尚未见顶。

目前胶市多头信心不足，橡胶短期供需形势未出现实质好转，缺乏核心利好支撑，上

涨动力不足。但中长期随着国内经济及社会活动逐渐恢复，橡胶消费前景乐观。春节后，

原料价格走势趋向于向上推动价格，内需消费上可能会有刺激政策。从基本面来看市场分

歧点在于未来强预期能否兑现，年后是否能够配合宏观利好迎来一轮上涨行情。宏观面需

警惕美联储加息力度超过市场预期的可能。

七、操作策略

短期 RU2305 合约大概率会在 12700-13300 元/吨区间维持震荡走势，操作上建议观望，

关注 13300-13400 元/吨附近重要压力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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