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需矛盾改善，橡胶价格中枢抬升 

--2020 年橡胶期货市场展望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要点提示： 

1. 2020 年政策基调：稳经济成为共识，逆周期调控力度加大，汽车消费政策出台 

2. 橡胶树龄正适割胶旺季，极端天气概率小，2020 年产能逐步释放 

3.上期所库存回落到 2016 年水平，供需矛盾缓和 

4.原料收购价格位于警戒线上方，割胶积极性仍较高 

5.重卡需求较强，轮胎需求增加 

6.天然橡胶升水合成橡胶，替代作用有限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经济下行压力仍存，2020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经济目标，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逆周期调控力度有望继续加大。  

供应端：种植面积、开割面积增速放缓，2019年天然橡胶产量下滑，而目前

东南亚橡胶树龄仍偏年轻化，市场预计2020年夏季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较小，产能仍

处释放阶段，2020年供应稍显宽松，需求端：在汽车消费政策刺激、重卡替换需求

下，轮胎需求整体增加，库存端：上期所显性库存回落到2016年水平，综上，2020

年天然橡胶供需矛盾改善，胶价估值中枢上升。 

投资策略：2020年天然橡胶运行区间在11500-15000，20号胶运行区间在

10000-13500，投资者可在割胶淡季1月-3月、7-9月可适量多单参与，割胶旺季10-

11月空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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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行情回顾 

2019年沪胶主力呈现宽幅震荡， 截止12月24日，沪胶主力最高点13455，最

低点10230， 振幅达31.5%，笔者根据宏观因素、供需基本面因素、产业政策对2019

年天然橡胶走势进行分类，具体为下面几个阶段。 

I．1月1日-3月4日。国内云南、海南停割，东南亚主产区陆续停割，供应边际

收紧，同时国内资金面持续宽松，沪胶出现一波上涨。 

II . 3月5日-4月29日。随着两会结束，市场维稳预期兑现，宏观经济各项数据

走弱，同时国内云南、海南陆续开割，市场存供应宽松预期，沪胶震荡下行。 

III．4月30日-6月12日。海关对不符合的混合胶加征1500元/吨的关税，提高混

合胶进口成本，同时利于对全乳胶库存消化，沪胶震荡向上。 

IV.6月13日-8月11日。20号胶上市预期，全乳胶期现提前回归，主产区供应逐

步释放，中美贸易争端恶化叠加下游汽车、重卡数据不佳，沪胶弱势下跌。 

V.8月12日-9月30日。国庆节之前，贸易商积极备货，市场采购积极性提高，

但国外产区进入割胶旺季，原料收购价格大幅下跌，拖累行情走势。 

VI.10月8日-至今。国庆节后，天然橡胶供需基本面逐步改善，泰国、印尼、马

来西亚三国出现的真菌病害继续扩散，市场对今年产量存下调预期，同时逆周期调

控政策发力，工信部加大汽车消费潜力，财政部加大地方债发行速度，加大基建投

资力度，同时交易所库存降至2016年水平，供需矛盾进一步缓和。 

图 1: 天然橡胶期货宽幅震荡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二．2020 年政策基调：稳经济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自2018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6个季度下滑，2019年第

三季度GDP增速仅有6%，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分析,投

资端：2019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较年初下降0.9个百分点，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10.2%，较年初下降1.4个百分点，基建投资（不含电

力）增速4%，较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消费端：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8%，较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进出口：11月贸易差距当月同比下降7.48%，

环比大幅下跌，可见三大引擎均出现放缓。 

稳经济政策基调成为共识。近期召开的2019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

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为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奋斗

目标，稳经济成为政策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

社会融资成本，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与投资的关键作用”。近期财政部加快地方债

发行速度、降低基建投资资本金比例，工信部出台家电、汽车以及新能源车消费刺

激举措，央行连续下调MLF与LPR中标利率，可见国家正逐步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

达到稳经济的目标。 

图2：GDP增速放缓至6%                       图3：地方政府专项债同比增速有望增加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基本面分析 

1. 供应端：2019 年产量下滑，2020 年供应稍显宽松 

产区天然橡胶种植总面积、开割面积增速放缓。自2011年天然橡胶创出价格高

点之后，已连续下跌8年，低迷的胶价令胶农种植积极性下降，据ANRPC,2019年

天然橡胶种植总面积11470.4千公顷，同比增速下降5.4%，增速已连续8年下滑，

近期泰国宣布将20年内削减种植面积21%，未来种植面积下滑将成常态。与此同时，

产胶国开割面积增速也放缓，胶农的割胶积极性一般与当年原料收购价格相关，当

原料价格较高时，割胶积极性较好，当原料价格处于盈亏边缘时，胶农弃割可能性

较大，据ANRPC,2019年天然橡胶开割总面积9120.9千公顷，同比增速上涨1%，

增速处于零轴附近。 



 

图4：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增速下滑                    图5：产胶国开割面积增速放缓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019年受真菌病害影响，三大产区单产出现下滑，产量预计下滑。年初印度尼

西亚发生了真菌病害，影响胶园面积38.2万公顷，随后扩散至泰国和马来西亚边缘，

影响约5万公顷，据单产测算三大产区2019年预计减少80万吨，三国年产量911.28

万吨，占比约8.8%，而近期泰国真菌病继续扩散至44万莱折算为7万公顷，预计影

响产量扩大至84万吨，占比约9.2%。  

图6：泰国、印度尼西亚单产出现下滑             图7：亚洲橡胶树龄青壮年占比大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公开资料整理 

天然橡胶树龄结构偏年轻化，2020产能供给稍显宽松。天然橡胶产区主要集中

在东南亚，目前亚洲橡胶树龄结构仍然偏年轻化，一般橡胶树龄在6-8年即可割胶，

经过3-4年的开割，产量趋于稳定即树龄在9-12年，树龄在12-30年产量明显下降，

而目前亚洲橡胶树龄7-12年占比较大，橡胶树处于产能逐步释放的阶段，产能供给

稍显宽松。 

2020年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概率较小。厄尔尼诺现象大多始发于5-8月，持续时

间通常在半年以上，入夏一般会造成东南亚干旱，并导致我国南方地区多雨，当厄

尔尼诺现象较为强烈时，天然橡胶减产效应升温，据NOAA数据显示，目前厄尔尼

诺现象发生概率在20%附近，若明年夏季无极端天气，天然橡胶产量会有所增加。 

亚洲橡胶树龄分布
树龄 比例

小于7年 0.15
7-12年 0.4
12-18年 0.15
18-30年 0.2
30年以上 0.1



 

图8： 2020年厄尔尼诺发生概率较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NOAA 

产胶国产量下滑，产量季节性规律较强。据ANRPC，2019年1-7月天然橡胶产

量607.93万吨，较2018年同期下滑10%,其中泰国1-7月产量240.19万吨，同比下滑

14.8%，印度尼西亚1-7月产量189.31万吨，同比下滑11.7%，马来西亚1-7月产量

36.05万吨，同比上涨7.9%，从产量季节性规律来看，7月以后产区陆续进入割胶

旺季，产量会季节性增加，而2019年由于病虫害及天气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橡胶产量有望缩减。 

图9： ANRPC产量季节图                        图10：泰国产量季节图  

 

 

 

 

 

 

 

 

 



 

图11：印度尼西亚产量季节图                       图12：马来西亚产量季节图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我国是天然橡胶进口依存度较大的国家，2018年我国天然橡胶产量为83.7万

吨，消费量567万吨，2019年1-7月我国天然橡胶产量30.69万吨，同比下滑10%，

国内产量的不足以支撑庞大的消费量，从而大量依赖进口，据ANRPC,2019年1-7

月进口天然橡胶为273.31万吨，较2018年同期下滑8.1%，7月以后一般我国进口量

季节性增加，而2019年我国进口量有望减少，一方面由于国内20号胶上市，天然

橡胶期现价差提前回归，期现套利减少，另一方面国外产区均出现减产，出口量出

现压缩。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出口量出现下滑。据ANRPC，2019年1-7月泰国出口量

220.29万吨，同比下滑10.9%，印度尼西亚出口量155.45万吨，同比下滑12.9%，

马来西亚出口量61.32万吨，同比下滑8.1%，随着真菌病害的扩散，三国的2019年

出口量有望减少。 

图13：我国天然橡胶进口量下滑                    图14： 泰国出口量季节图 

 

 

 

 



 

图15：印度尼西亚出口量季节图                      图16： 马来西亚出口量季节图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库存端：上期所库存回落到 2016 年水平 

上期所显性库存回落到2016年水平，供需矛盾缓和。我国橡胶显性库存主要包

括上海期货交易所与青岛保税区库存，隐性库存主要是社会库存，由于数据统计来

源有限，笔者统计了上期所库存数据，自1911合约交割老仓单流入现货市场，上期

所库存回落到2016年水平，截止12月20日，上期所天然橡胶库存为248991吨，较

年内高点下降50%。 

天然橡胶近远月价差收窄。自国内20号胶上市，国内贸易商逐渐转变贸易模式，

市场逐步加大标胶采购，同时由于20号胶合约是连续月模式，贸易商逐步加大对标

胶的期现套利模式，减少以前的非标套利模式，导致沪胶的合约间价差收窄。 

图17：上期所库存回落到2016年水平               图18： 沪胶1-5价差收窄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成本端：原料收购价格位于警戒线上方 

原材料价格持续低迷或将导致供应阶段性收缩，修复供需矛盾。一般来说，对



 

于泰国合艾原料市场收购价格，当胶水价格为35泰铢/公斤时，胶农割胶意愿明显

下降；对杯胶而言，杯胶价格在32泰铢/公斤基本是弃割的分水岭，从今年原料收

购价格走势可看出，在1月份与11月份，原料收购价格都接近警戒线，此后市场均

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上涨，而当前处于东南亚割胶旺季的尾声，供应高峰退去，原料

收购价格相对坚挺，截止12月23日，胶水价格为40.5泰铢/公斤，杯胶价格为34.5

泰铢/公斤,均位于警戒线上方，后续持续跟踪泰国原料价格变化。 

胶水和杯胶是橡胶树同时产出的原料，杯胶是胶水自然凝固在割胶杯上形成的，

因杂质含量高，所以价格更便宜。杯胶主要制作标胶，胶水主要制作烟片胶。一般

情况下，胶水升水杯胶，而当两者价差为零甚至倒挂时往往预示着行情将出现拐点。

当前胶水与杯胶的价格持续收窄，后续持续跟踪胶水与杯胶价差的变化。 

图19：原料收购价格位于警戒线上方              图20：胶水与杯胶的价差收窄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4.消费端：轮胎需求整体增加 

我国天然橡胶约80%用于轮胎生产， 其中轮胎市场主要分为配套胎、替换胎、

出口胎，笔者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来研究我国轮胎市场。 

图 21：汽车千人拥有量较低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公开资料整理 

（1） 配套胎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存很大潜力。汽车消费潜力一般与当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消费政策等因素有关，据公开资料整理，目前我国居民人均GDP比较低，每千人

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较大差距，随着国家出台汽车刺激消费政策，汽

车消费未来或逐步增加。 

逆周期政策调控加码，重卡配套需求较好。据统计局，2019年1-11月，我国

重卡销售108.1751万辆，累计同比增长1.5%，其中11月重卡市场销售101602辆，

环比增长11.2%，同比增长13.8%， 2019年我国重卡市场销售处于近5年的新高，

主要由于国内治超限载政策实施、国三转国六带来的增量，对于明年，我们对重卡

市场比较乐观，主要由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控政策将加大力度，近

期财政部对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加大基建投资，重卡市场高需求仍将维持。 

政策托底，汽车配套需求改善。据统计局，2019年1-11月汽车销量2311.0万辆，

同比下降9.1%，其中11月汽车销量245.7万辆，同比下降3.6%，环比增长7.6%，汽车销

量同比降幅继续收窄，环比增速连续5个月为正值，自2018年我国汽车市场进入寒冬以

来，汽车行业面临低增长与龙头车企集中度上升的格局，但随着工信部定调加大汽车

消费潜力，汽车市场需求正逐步改善。 

图22：重卡销量同、环比增速上升                  图23：汽车销量同比降幅收窄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替换胎 

2020年轮胎进入替换需求高峰尾声。2010-2013年是重卡销量高峰，重卡替换

周期一般在7年多，即2017-2020年，预计2020年替换胎需求预计持续增加，同时

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0政策基调是稳经济，基建托底经济，替换胎

需求仍比较乐观。 

 



 

图24： 橡胶轮胎出口量                      图25： 我国橡胶轮胎外胎累计同比增速回暖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出口胎 

中美贸易争端对国内轮胎市场影响逐步减小。据统计局，2019年1-10月我国

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量为519.6万条，累计同比上升3.7%，其中10月出口量

47.37万条，同比基本持平，2019年我国出口轮胎总体向好，主要由于国内橡胶制

品及轮胎企业自2018年贸易争端开启已逐步降低对美出口，积极拓展欧洲、东盟

等其他市场渠道，中美贸易争端对橡胶市场影响边际递减。 

轮胎企业陆续到东南亚建厂，企业利润增加，橡胶轮胎外胎产量逐渐增加。据

统计局，2019年1-11月橡胶轮胎外胎产量76760.9万条，累计同比上升2.2%，其中

11月产量7246.7万条，同比上升3.3%，2019年我国轮胎总体产量维持高速增长主

要由于国内轮胎企业例如玲珑轮胎、赛轮轮胎等加大海外投资，在东南亚橡胶产区

投资建厂，在原料成本下降及产品出口退税减免下，轮胎企业净利润出现大幅增

加，企业加大橡胶轮胎生产。 

 

5. 替代品：天然橡胶升水合成橡胶 

天然橡胶升水合成胶，替代作用有限。轮胎生产中除了天然橡胶还有合成橡

胶，一般合成橡胶价格低于天然橡胶，目前市场合成胶的种类很多，在轮胎中主要

使用的是丁苯橡胶与顺丁橡胶，2019年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价差大部分为正，主

要由于受病虫害影响天然橡胶产量下滑，价格中枢抬升，而对于合成胶，原料端丁

二烯挤压合成橡胶利润，丁二烯是制作两大通用橡胶的主要原料，而目前全球丁二

烯资源收紧，价格触底反弹，逐步侵蚀合成橡胶的利润。 

对于未来合成橡胶，国内丁二烯产能集中投放，供应偏紧态势将有所缓解，有

利于合成胶企业成本的降低及盈利状况的改善；随着泰马印天然橡胶产量下滑，产

胶国有意增加国内消费、限制出口来控制价格，天然橡胶价格中枢抬升，利于合成

橡胶消费。 



 

图26： 天然橡胶升水合成橡胶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经济下行压力仍存，2020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经济目标，财

政政策更加积极，逆周期调控力度有望继续加大。  

供应端：种植面积、开割面积增速放缓，2019年天然橡胶产量下滑，而目前东

南亚橡胶树龄仍偏年轻化，市场预计2020年夏季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较小，产能仍

处释放阶段，2020年供应稍显宽松，需求端：在汽车消费政策刺激、重卡替换需求

下，轮胎需求整体增加，库存端：上期所显性库存回落到2016年水平，综上，2020

年天然橡胶供需矛盾改善，胶价估值中枢上升 

投资策略：2020年天然橡胶运行区间在11500-15000，20号胶运行区间在

10000-13500，投资者可在割胶淡季1月-3月、7-9月可适量多单参与，割胶旺季10-

11月空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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