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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后期基差及跨月价差分析 

本文主要回顾一下 10 月下旬以来的这波下跌行情，同时，在期价下跌目前位置上，结

合后期基本面的变化，对后期基差及月间价差走势进行分析。 

 

沪胶 10 月下旬以来的这波破位下行，主要是交割逻辑的驱动。宽松的基本面是沪胶这

轮下行的本质原因；下跌时间点选择则是基差回归逻辑的必然性。 

 

在烟片套利窗口打开之前，预计国内可流入的交割品将减少，对于盘面价格有一定支撑。

而混合胶则主要还是看供需，从季节性来看，供应依然充裕，需求处于全年当中的淡季，

供需总体偏弱。排除天气状况，后期混合胶价格将维持弱势，这也将是仓单与非标价差

拉开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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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主要回顾一下 10 月下旬以来的这波下跌行情，同时，在期价下跌目前位置上，结合后

期基本面的变化，对后期基差及月间价差走势进行分析。 

行情回顾 

沪胶 10 月下旬以来的这波破位下行，主要是交割逻辑的驱动。9 月下旬因为 1809 合约结束

之后，短期仓单压力情绪得到一定缓解，在市场氛围的配合下，价格呈现偏强震荡，但国

庆假期之后，因为美股的大幅下挫，以及 9 月中旬美联储宣布继续加息的消息，使得外围

市场风险加剧，橡胶自身基本面变化不大，依然是库存高企，期货升水格局，随着下游旺

季结束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进一步示弱，橡胶下游需求表现较差，整体供需格局依然偏宽松，

沪胶价格因此继续下行。且 10 月下旬开始，沪胶开始走期现回归以及仓单交割逻辑，1811

合约到期之前，面临老仓单不能交割的将转注销为现货，2017 年的老胶仓单预计还有近 30

万吨，其中全乳有近 20 万吨的量，造成盘面压力较大。 

宽松的基本面是沪胶这轮下行的本质原因 

库存高企，交易所库存持续新高  

我们看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持续创新高，目前随着 1811 合约临近交割，后期老胶仓单的

注销将使得上期所库存出现下行，但由于目前橡胶主产区尚处于割胶旺季，后期还将有新

胶持续流入。保税区库存 9 月下旬以来，因为海关要求，保税区的货物需拉到区外，因此，

最近报税区库存下降数据并不能真正反应下游拿货情况，我们了解到的最新区外库存大约

40 万吨，总体库存依然处于高位，给期价持续带来压力。 

图 1： 保税区库存            单位：万吨  图 2： 交易所总库存                   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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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区割胶旺季，产量增加明显 

从 ANRPC 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亚九大成员国的天胶产量呈现季节性规律，四季度处

于割胶高峰期，主产区泰国目前也是处于割胶高峰期。经历 6-8 月份雨水的滋润之后，四季

度开始，产胶量会大幅提升。 

图 3： ANRPC 天胶产量            单位：千吨  图 4： 泰国天胶产量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另外，从近期原料价格走势来看，也同样印证了以上提到目前正处于割胶旺季，泰国胶水

价格持续下行，反映出割胶旺季，供应量充裕。泰国烟片加工利润则是反映未来供应量增

减的一个导向性指标。目前烟片加工还是有利润，要对后期产量产生抑制比较难。 

图 5： 泰国原料价格走势         单位：泰铢/公斤  图 6： 烟片加工利润               单位：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套利需求带来国内进口量攀升 

2016 年四季度以来，国内期货盘面大幅攀升，使得内外价差持续扩大。最近两年因为套利

需求的大幅增加，使得国内进口量呈现出旺盛状态，国内显性库存持续增加。进口增加的

趋势一直维持到 2018 年，这使得国内供应充裕的预期增加，对期价持续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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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天然橡胶进口量             单位：万吨  图 8： 合成胶进口量                    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综合以上供应来看，套利需求使得进口量保持旺盛，国内库存高企，同时 10 月开始橡胶主

产区步入割胶旺季，使得橡胶供应总体转向宽松。 

 

下游需求：现实不理想，预期有恶化 

10 月初公布的 9 月份下游数据已经开始呈现偏弱状，9 月份重卡销售旺季不旺，10 月份重

卡销量进一步转淡，汽车产销数据也是如此。 

图 9： 重卡销量             单位：万吨  图 10： 汽车销量                    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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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替换市场这块的需求因为国家“公转铁”政策的实施，公路运价持续下行，今年物流

运价指数处于近年来的低位，这也侧面反映了替换市场的景气度明显下降。 

图 11： 公路物流运价指数             单位：点  图 12： 公路货运价            单位：元/吨 公里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轮胎出口则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前期还会出现一些赶订单的动作出来，因此，截止 9 月

份的轮胎出口数据，并没有表现同比很差的状态，但等着这一波赶工过去之后，提前透支

需求将会造成后期需求的快速趋缓，年底到明年或能看到轮胎出口的明显下滑。同时，我

们看到今年轮胎产量创了近几年的低位，直接反应了今年轮胎需求下滑明显。 

图 13： 公路物流运价指数             单位：点  图 14： 公路货运价            单位：元/吨 公里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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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预期指向下游消费示弱，主要是 9 月份以来的国内 PMI 等宏观经济数据持续示弱，使

得市场对于后期工业品下游需求预期转差。 

图 15： M1 M2 与沪胶指数            单位：无 
 图 1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单位：%  

 

 

 
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下跌时间点选择则是基差回归逻辑的必然性 

在以上供需宽松背景下，以及宏观经济进一步示弱，给沪胶价格奠定了示弱的基调。同时，

更短期的逻辑则是 1811 合约的交割逻辑以及期现回归逻辑。1811 合约到期之前，面临老仓

单不能交割的将转注销为现货，2017 年的老胶仓单预计还有近 30 万吨，其中全乳有近 20

万吨的量，造成盘面压力较大。从期现回归的角度来看，期货跟混合胶现货 1000 元/吨多

的价差使得期货盘面价格有回归需求。而在主产区割胶旺季的背景下，现货价格也出现持

续下行，给期价下行带来进一步压力。 

图 17： 主力合约与全乳胶价差      单位：元/吨  图 18： 主力合约与混合胶价差      单位：元/吨  

 

 

 
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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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基差走势 

随着本周 1811 合约到期开始进入交割日之后，新胶仓单的压力相应后移到 1901 合约及其他

合约上。按照期现回归逻辑，由于期货合约依旧升水，新胶仓单量也较大，只要供应端不

出问题，1901 合约将继续走基差回归之路。从目前 1811 合约持仓来看，预计交割量在 3 万

吨左右，剩下 20 多万吨的老胶将被转注销为现货，短期对于现货价格存在一定冲击。后期

基差走势的判断需要结合基本面变化情况来分析： 

国内停割，国外旺产 

从割胶季节性来看，11 中旬，国内云南产区将步入停割期。海南产区也将在 12 中旬开始步

入停割期，这将会影响到国内全乳胶的产量。但国外还处于割胶旺季，未来烟片胶价格的

变化对于盘面价格影响较为关键。由于关税的存在，目前烟片价格依然较高，折算到国内

价格约为 12100 元/吨，在烟片套利窗口打开之前，预计国内可流入的交割品将减少，对于

盘面价格有一定支撑。而混合胶则主要还是看供需，从季节性来看，供应依然充裕，需求

处于全年当中的淡季，供需总体偏弱。排除天气状况，后期混合胶价格将维持弱势，这也

将是仓单与非标价差拉开的时间段。 

图 19： 主力合约与烟片胶价差      单位：元/吨  图 20： 烟片与全乳胶价差      单位：元/吨  

 

 

 
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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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烟片价格走势来看，11 下旬到年底价格走强的年份主要是天气出现了异常；因为旺

季原因，价格正常低位低迷走势。从全乳胶与烟片及 3L 的价差来看，全乳胶相对烟片价格

偏低，烟片的套利窗口较难打开。 

图 21： 泰国烟片价格走势      单位：泰铢/公斤  图 22：    全乳与 3L 胶价差       单位：元/吨  

 

 

 
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从以上供应角度来看，未来基差大概率走弱，等到价差拉大到套利盘有利的价差点位，才

可能因为套利盘的介入使得基差重新走强。 

需求：年底前下游小旺季来临 

下游的消费亮点主要是年底前汽车销售呈现春节前的旺季效应，下游轮胎厂则也会相应提

前备货，因此价格在 11 月下旬到 12 月份中间，表现出一定的支撑。期价在仓单压力缓解

以及需求预期好转的情景下，反弹力度或比现货要大。 

1-5 及 1-9 价差 

主要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首先，我们看看下面的合约价差图，发现 1-5 合约价差在

11 月之后，呈现出价差扩大的趋势，2016 年 1-5 价差缩窄，主要是价格经历前期多年的熊

市之后，行情开始一波较大幅度的上涨，由于是宏观宽松环境的推动，市场对于后期合约

的上涨力度预期更强，造成的 1-5 价差缩窄。而从基本面角度来看，1-5 合约价差都是走扩

大，主要是供应上来看，1 月合约对应的是国内停割，国外旺产时期，同时，今年国内原料

价格的低位或使得国内停割提早结束，短期国内停割以及烟片价格较高使得国内仓单压力

有一定缓解；5 月合约则对应的是开割季节，只要价格合适，供应量可以快速跟上，期价对

于供应的预期增加将打压盘面价格。同时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年底前下游还有汽车销售的

小高峰，5 月份合约则对应的是年前年后的供应淡季，但还有三、四月份消费旺季带来的价

格支撑。因此，在橡胶供应大于需求的格局下，重点还是供应预期增加的打压。今年由于

原料价格持续低位，价差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明年开割初期因为原料价格低位带来的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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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胶及弃割可能性上升，因此，1-5 价差的走扩或不及往年，除非宏观经济继续示弱带来的

后期消费预期更差。 

图 23： 1-5 价差              单位：元/吨  图 24： 1-9 价差               单位：元/吨  

 

 

 
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而 1-9 合约的价差走势，从历史价差统计数据来看，往往呈现价差扩大的走势。从基本面角

度来看，供应方面，1 月合约对应的是国内停割，国外旺产时期，同时，今年国内原料价格

的低位或使得国内停割提早结束，短期国内停割以及烟片价格较高使得国内仓单压力有一

定缓解；9 月合约则对应的是割胶季节，只要价格合适，供应量呈现旺盛状态，期价对于供

应的预期增加将打压盘面价格。同时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年底前下游还有汽车销售的小高

峰，9 月份合约则对应的是年后金三银四之后的需求淡季。1-9 合约价差也是如此，在总体

供需宽松格局没有变化的背景下，供应端的压力更为明显，需求则呈现出稳定的势头，因

此，1 月合约相对 9 月合约价格偏强。 

因此，在 2018 年总的供需格局宽松背景下，年底前，1-5 及 1-9 价差合约大概率呈现扩大趋

势。只是今年原料价格相对低位，或限制 1-5 价差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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