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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期货研究部

供应淡季叠加库存低位，RU 多配思路对待

摘要：

供需双弱。11 月进口环比增长，但国内开始进入停割季。我们预
计 12 月以及明年 1 月进口量持平。国内主产区 2021 年割胶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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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停割。总体来看，包括中国、越南、泰国等国家，未来产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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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月下降，一季度是全年供应淡季。需求方面，成品库存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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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不畅，轮胎厂降负。
不过，需要注意到，青岛贸易环节库存未见季节性累库，海外非
中国地区需求尚可，主产区推迟对华船期，市场担忧后期发运恢
复正常后，需求淡季将迅速累库。国内停割与泰国旺产、低库存
现实与累库预期两相博弈。我们认为，累库需要等到春节以后。
考虑交易所期货库存后，月度表观库存累积 2 万吨，绝对库存 59.3
万吨，仍处在近三年低位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天然橡胶期货库存
增量不足以抵消贸易环节的持续性去库。
回到盘面，随着近月 RU2201 合约进入交割月，月间价差扩大，
正套窗口打开，橡胶近端供应压力缓解。我们对 RU2205 的月度
价格判断为 14000~16500 元/吨，逢低可考虑多配，策略周期 1~2
个月。20 号胶期货由于偏向于连续合约，现货对 20 号胶的约束
力强于天然橡胶期货。基于当前偏高的期货库存水平以及弱基差，
偏空配。价差策略方面，可考虑买 RU2201 空 RU2205 的正套机会；
NR 期现套利机会；RU-NR 阶段性看扩，但从历史价差区间来看，
因处于历史高位，盈亏比不佳，故不建议操作，观望为宜。
风险提示：青岛地区累库快于预期，海外疫情重症率上升带来系
统性下跌风险。

顺祝 2022 年新年快乐！投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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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代表研究员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中银期货及其联营机构的观点。中银研究可在中银期货网站上（www.bocifco.com）下
载。

1.天然橡胶月度行情回顾
图表 1：天然橡胶期货主力合约
品种

代码

日期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持仓量

上月持仓

持仓变化

元/吨

元/吨

%

手

手

手

2021/12/1

2021/12/31

2021/12/31

2021/11/30

橡胶

RU2205.SHF

14,930

14,855

-1.91

230,231

163,893

66,338

20 号胶

NR2203.INE

11,875

11,715

-2.46

25,880

12,766

13,114

11,875
资料来源：Wind，中银期货

2.逻辑分析
2.1 供应——进口环比增长，但国内进入停割季
图表 2：中国天然橡胶（10 个税则号）进口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银期货

如图表 2 所示，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11 月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10 个税则号）共计 54.37
万吨，环比增长 30.1%，同比减少 6.0%。分胶种来看，11 月份混合胶进口量 29.5 万吨，占全部
天胶进口 54.3%，环比增幅高达 41.3%，其他胶种环比下滑或增幅不明显。混合胶环比增加，一
方面是主产国旺产季供应充足，另一方面是前期货源延迟到货所致。同比来看，天然乳胶进口同
比增幅 22.4%，其他胶种同比则均有所下滑。11 月同比弱于去年的原因在于，一是泰国产区当时
连续多雨，影响割胶及生产；二是非中国地区需求尚可，海外主产国仍以发其他地区为主，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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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船期仍有推迟；三是国内期现价差扩大有限，套利盘年前加仓谨慎。预计 12 月中国天然橡
胶进口环比增速将放缓。
1~11 月累计进口 486.5 万吨，同比减少 8.4%。除混合胶累计同比出现 17.5%的下滑外，其他胶
种均有所增加。混合胶占全部天胶进口量比例为 55%。

图表 3：中国天然橡胶产量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ANRPC，中银期货

图表 4：主产国产量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ANRPC，中银期货

国内主产区 2021 年割胶季基本停割。云南产区 11 月底 12 月初陆续停割。10 月份时曾因主要口
岸受新冠疫情影响关闭、原料通关受阻而影响天然橡胶生产。海南产区截至月底，仅南部小面积
维持生产。截止至 29 日，海南产区制浓乳原料胶水收购价 12800 元/吨，月度下跌 200 元/吨；
进全乳厂胶水收购价 12100 元/吨，月度下跌 900 元/吨。加工厂对原料的需求下降。
国外方面，由北自南，越南 1 月份即将停割，泰国当前处于旺产季，11 月因多雨天气叠加当地
加工厂抢夺原料导致原料价格上涨，进而刺激本月当地割胶积极性。本月月内天气晴朗少雨，原
料胶水正常放量，胶水-杯胶价差收窄至 2~3 泰铢/公斤。不过，需要注意到，1 月份产量将季节
性环比减少。如图表 4 所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等国家，从季节性来看，未来产量将逐月下
降，一季度是全年供应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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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需求——成品库存累积，终端需求不畅，轮胎厂降负
图表 5：全钢胎开工（%）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图表 6：半钢胎开工（%）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如图表 5 所示，根据 Qinrex 的调研数据，截至 12 月 30 日当周，国内样本企业全钢胎周度开工
率 61.7%，环比下调 3.4%，尽管周度来看高于去年同期，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全钢胎的开工持
续处在六成上下，阶段性因为成品累库或环保限产而主被动下降开工至五成以下。
相对而言，样本企业半钢胎的开工情况好于全钢胎，但也仅是“五十步笑百步”。如图表 6 所示。

图表 7：全钢胎成品库存天数（天）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图表 8：半钢胎成品库存天数（天）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如图表 7、图表 8 所示，9/10 月份，“金九银十”之际，不论全钢胎还是半钢胎，曾经历过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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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去库。但随着终端需求不足，11 月后，轮胎企业成品库存快速累积，其中全钢胎库存天数
高于过去两年同期水平。
图表 9：卡客车经销商库存天数（天）

图表 10：汽车产量季节性（万辆）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银期货

11 月份，全国卡客车轮胎经销商库存总体水平为 59.50 天，环比增加 4.55 天，增幅为 8.28%。
如图表 9 所示。我们根据卡客车经销商的库存水平，根据车企以销定产的原则，给予商用车、乘
用车产量均环比持平的乐观估计，预计 12 月份汽车产量 258 万辆，1~12 月累计产量 2573 万辆，
较去年同比增长 2%。
卡客车经销商库存天数远高于历史同期水平，创出近三年以来新高。今年春节在 2 月份，需关注
1 月份节前的促销活动是否能带动库存去化。

2.3 库存——青岛去库，期货累库；总库存近三年低位
图表 11：青岛地区库存（吨）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图表 12：青岛库存季节性（万吨）

资料来源：Qinrex，中银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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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表 11 所示，12 月份，青岛地区天然橡胶现货库存继续下滑。受船期不稳影响，库存继续下
降。截至 12 月 27 日，青岛地区总库存 29.4 万吨，较上月减少 2.6 万吨，降幅 8.2%。其中区内
6.6 万吨，较上月减少 0.02 万吨，降幅 0.3%；一般贸易库存 22.78 万吨，较上月减少 2.6 万吨，
降幅 10.3%。一般贸易库存占青岛地区库存 77.5%，下降幅度大于区内。
从图表 12 的季节性可以看出，青岛库存因船期扰动未现季节性累库。市场担忧后期船期稳定后，
青岛地区库存在需求淡季的背景下将出现快速累库。我们预计青岛库存累积也许需要到春节以后。

图表 13：上期所 RU 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SHFE，中银期货

图表 14：上期能源 20 号胶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INE，中银期货

如图表 13、图表 14 所示。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数据，截至 12 月 31 日，上期所 RU 库存 23
万吨，较 11 月底增加 4.2 万吨；20 号胶库存 6.9 万吨，较 11 月底增加 1.7 万吨。
表观总库存来看，月度库存累积 2 万吨，绝对库存 59.3 万吨，仍处在近三年低位水平。主要原
因在于天然橡胶期货库存增量不足以抵消贸易环节持续性去库。

3.行情前瞻
进口，受海外船期以及中国春节临近影响，预计 1 月份进口环比下降。
产量，1 月份国内停割、越南中下旬停割，泰国供应由旺转淡，主产国供应进入淡季。
需求，春节临近，轮胎厂开工下调。关注终端春节促销活动是否能促进库存去化。
库存，预计青岛地区库存累库将在春节以后，即使春节前累库也难有较快增幅。
预期，市场对明年一季度基建以及流动性有较好预期。

6

4.策略建议
单边：国内基本停割，海外也即将进入产量供应淡季。船期扰动，短期难看到贸易环节库存大
幅累库。随着近月 RU2201 合约进入交割月，月间价差扩大，正套窗口打开，橡胶近端供应压力
缓解。我们对 RU2205 的月度价格判断为 14000~16500 元/吨，逢低可考虑多配，策略周期 1~2
个月。
20 号胶期货由于偏向于连续合约，现货对 20 号胶的约束力强于天然橡胶期货。基于当前偏高的
期货库存水平以及弱基差，偏空配。
图表 15：上期所天然橡胶与越南 3L 的价差（元/吨）

图表 16：上期能源 20 号胶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SHFE，Qinrex，中银期货

资料来源：INE，Qinrex，中银期货

价差：（1）RU2201 与 RU2205 正套；
（3）NR 期现套利；
（2）RU-NR 阶段性看扩，但从历史价差区间来看，因处于历史高位，盈亏比不佳，故不建议操
作，观望为宜。
5.风险提示
青岛地区累库快于预期，海外疫情重症率上升带来系统性下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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