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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疫情期间策略

“疫”波三折，橡胶先抑后扬

--橡胶期货市场展望

2020 年 2 月 12 日

要点提示：

1.疫情初步控制，轮胎企业复工延后

2.主产区进入低产季，泰国干旱引发产量担忧

3.库存压力较往年同期下降，远月合约升水扩大

4.原料收购价格下跌，杯胶价格接近警戒线

5.疫情导致短期需求下滑，中长期需求向好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市场恐慌情绪缓和，疫情期间或导致经济下行，

国家未来将出台更大力度的逆周期政策。

供应端： 东南亚产区进入低产季，国内已经停割，泰国近期出现干旱，市

场对新季橡胶产量担忧，供应端边际收紧；需求端：受疫情影响，短期汽车、重卡

销售数据承压，轮胎短期需求下滑，中长期随着疫情结束，延后的需求及新增购车

需求，将导致橡胶需求修复性上涨。综上，目前疫情走势成为核心因素，需求延后

占主导，预测沪胶与20号胶先抑后扬。

投资策略：

1. 保守者进行反套操作，可卖出2005合约，买入2009合约，待价差扩大之

后可止盈。

2. 激进者可等天然橡胶主力及20号胶回调买入，预测沪胶主力在11000点

存在强支撑，投资者可在回调至11000下方逐步建多单，20号胶主力在9200下方可

逐步建多单。

http://www.haqh.com


一、疫情期间行情回顾

受到武汉疫情发酵影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节后第一天，沪胶主力 2005 开盘

跌停，第二日继续下探到跌停位置，而后出现修复性反弹行情，截止到 2 月 12 日，

沪胶主力收于 11450 点，较年前依旧下跌 5.3%，目前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但下游需

求依旧没有得到释放，轮胎厂复工进程延后，物流运输与人员流动依然不佳。

在此背景下，天然橡胶未来价格运行节奏如何？随着疫情发展，天然橡胶短期

与中长期策略如何，本报告将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图 1: 天然橡胶期货先抑后扬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疫情初步控制，轮胎企业复工延后

武汉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市场恐慌情绪有所缓和。新增确诊、疑似病例数据出现

回落，截止 2月 12 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 44750 例，新增 2022 例，其中湖北累计确

诊病例 33366 例，新增 1638 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领先指标的新增疑似病例和新增医

学观察人数有初步得到控制的迹象，自 2月 5日，全国每日新增确诊、新增疑似均出

现下滑，市场普遍预期目前疫情正逐步出现好转。

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部分地区采取了封城、

封路、限制外来人员进入等措施，部分高铁也有停运，对人员流动形成了明显抑制，

各省纷纷延迟了企业的复工时间，要求企业不得早于 2 月 10 日复工，即使返程，按

照目前各地区的规定，仍需面临 14 天的隔离观察期，且防疫物资紧张以及各地对于

复工的严格条件，都会影响企业复工的实际进度。天然橡胶的需求短期仍很难释放，

预计需求要到 3 月初才可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图2：湖北新增病例出现下滑 图3：每日新增确诊、新增疑似出现下滑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国家卫健委

三．基本面分析

1. 供应端：主产区进入低产季，泰国干旱引发产量担忧

产胶国进入低产季，供应边际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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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产量季节性规律来看，2月以后东南亚产区陆续停割，产量会季节性收缩，供应端

边际收紧。

泰国干旱或影响新季天然橡胶产量。有消息称，泰国遭遇40年最严重的干旱，

市场担忧干旱对泰国橡胶产量造成影响，干旱造成的具体影响还需要等到新季橡胶

开割3-4月份泰国产区雨水情况，如果开割季雨水不够，或将面临延迟开割的可能。

干旱可能导致橡胶树落花、落果、落叶，甚至会导致幼树提早开花，因此对于泰国

橡胶而言，干旱引发对于产量的担忧，并且需要关注干旱是否超出预期，是否会升

级，而这一点也可能是推升橡胶价格的重要驱动力。



图4： ANRPC产量季节图 图5：泰国产量季节图

2.库存端：库存压力较往年同期下降，远月合约升水扩大

从表观的库存数据来看，显性库存压力较往年同期小。截至 2 月 7 日，上海期

货交易所的天然橡胶注册仓单量为 236760 吨，较 1 月合约交割时的仓单量增加并

不明显，且处于自 2016 年 9 月以来的仓单注册量的低位水平，同时上期所天然橡

胶库存合计为 243976 吨，较 1 月初下滑 6588 吨，且低于 2016 年同期水平。库存

的累库速度则主要取决于下游复工进程，2月份因下游需求未能释放，预计维持累

库状态。

图6：上期所天然橡胶库存回落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目前市场影响天然橡胶期货价格主导因素即疫情未来的发展方向，疫情短期虽然得到

初步控制，但下游汽车、轮胎厂复工进程延后，短期行情不言乐观，从近期沪胶远月合
约出现升水可见一斑，可见市场对近期需求不太看好，而对中长期需求比较乐观，市场
出现5-9价差走扩可能性较大，投资者可考虑卖近月合约2005买远月合约2009的反套操作。



图7： 沪胶5-9价差走扩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成本端：原料收购价格下跌，杯胶价格接近警戒线

泰国主产区进入季节性低产季，泰国东北部、中部橡胶园已停割，南部橡胶园已

减产 50%，胶水产出缩量，供应商适当采购原料为停割期做准备。受期货下跌拖拽，

原料收购价格下调。截至 2 月 11 日，白片价格 40.44 泰铢/公斤，较年前下降 0.31

泰铢/公斤;烟片价格 42.22 泰铢/公斤，较年前下降 0.57 泰铢/公斤;胶水价格 39.7

泰铢/公斤，较年前下降 1.3 泰铢/公斤;杯胶价格 32.8 泰铢/公斤， 较年前下跌 3.45

泰铢/公斤。

杯胶价格临近警戒线或将导致供应阶段性收缩，修复供需矛盾。一般来说，杯胶

价格在 32 泰铢/公斤基本是弃割的分水岭，截止 2月 11 日，杯胶价格为 32.8 泰铢/

公斤，临近警戒线，同时胶水与杯胶价差为 6.9 泰铢/公斤，出现走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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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胶用于轮胎制作，疫情的影响对轮胎厂造成直

接影响，进而对杯胶的影响较胶水影响大。

图8：原料收购价格出现回落 图9： 胶水与杯胶价差扩大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4.需求端：疫情导致短期需求下滑，中长期需求向好

汽车销售数据短期承压，中长期或迎补偿性增长。从历史角度分析，非典

疫情期间，2003 年汽车销量增速从 3 月开始一直下滑至 5月见底，随后同比增

速连续 7 个月正增长，2003 年全年乘用车销量占汽车比重由 2002 年的 31%跃升

至 46%，销量同比增速超过 90%，主要由于非典的传染性，居民更倾向于选择私

家车出行，以避免公共交通可能带来的感染风险，而 2020 年春节期间，受疫情

影响，目前大多数汽车 4S 店关门，短期来看疫情冲击难免会给汽车销售带来很

大的压力，等到这次疫情扰动消除之后，原本的修复态势、疫情期间被延后的需

求叠加经过疫情事件新增的购车需求，将会支撑汽车行业需求回暖。

图10： 汽车同环比短期回落，中长期修复性增加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020 年 1 月重卡销量为 11.6 万辆，同比增加 18%，创近 5 年来的新高。1月重卡

销量超预期主要是 “国三车”加速淘汰，叠加商家节前备货。目前短期受疫情影响，

人员流动不佳、物流运输恢复有限，2月重卡销量承压，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疫情导致

的短期经济下滑，国家或将出台更大力度的逆周期政策维护经济稳定增长，据财政部，

地方债专项额度大部分都已审批通过，若疫情控制，基建等逆周期政策将开始发力，重

卡销量或将继续稳步增长。

图11：重卡1月销量超预期 图12： 轮胎开工率大幅下滑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受疫情影响，各地区发布延迟复工复业时间至 2 月 10 日，山东是国内最大的轮

胎制造基地，山东轮胎企业的复工时间初步定在 2 月 13 日，即正月二十，由于目

前即使返程，仍需面临 14 天的隔离观察期，同时目前物流运输困难，外来人员隔

离等原因，轮胎开工率难以大幅提升导致橡胶或将延后 3 月初。截至 2月 6日，全

钢胎开工率大幅下滑至 9.4%，半钢胎开工率下滑至 10.1%。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市场恐慌情绪缓和，疫情期间或导致经济下行，

国家未来将出台更大力度的逆周期政策。

供应端： 东南亚产区进入低产季，国内已经停割，泰国近期出现干旱，市场

对新季橡胶产量担忧，供应端边际收紧；需求端：受疫情影响，短期汽车、重卡销

售数据承压，轮胎短期需求下滑，中长期随着疫情结束，延后的需求及新增购车需

求，将导致橡胶需求修复性上涨。综上，目前疫情走势成为核心因素，需求延后占

主导，预测沪胶与20号胶先抑后扬。

投资策略：

1. 保守者进行反套操作，可卖出2005合约，买入2009合约，待价差扩大之后

可止盈。

2. 激进者可等天然橡胶主力及20号胶回调买入，预测沪胶主力在11000点存

在强支撑，投资者可在回调至11000下方逐步建多单，20号胶主力在9200

下方可逐步建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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