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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 2月份，沪胶价格震荡整理。春节过后沪胶受

能化商品集体走强的带动上涨，RU主力合约最高见 14805

元，但重卡销售数据疲软，且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胶价很

快冲高回落，最低下探 13920 元。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

政治危机给商品市场造成冲击，其深远影响还需继续观察。

此外，美联储计划于 3 月份开始逐渐加息，投资者避险情

绪升温。在宏观面风险聚集的背景下，市场出现情绪化波动

的可能性增加，做好风险控制是当务之急。就天胶自身情况

而言，国内现货累库进度以及下游消费形势，特别是一季度

重卡销量对于胶价阶段性走势会有重要影响。此外，东南亚

主要产胶国 3、4 月份纷纷停割，近期泰国国内胶水、杯胶

等原料价格上涨对于胶价会有支持作用。以往规律看 3 月

份沪胶价格以下跌为主，且今年春节后胶价冲高回落，整体

表现偏弱。短线看 RU 主力合约在 14000 元关口有支持，若

向下突破则可能会下探至 12500-13000 元。NR 主力合约可

能继续在 11000-12200 元区间进行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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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胶价震荡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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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综述 

 
图 1-1 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近期走势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 

 

 

图 1-2 上海能源交易中心 20 号胶主力合约近期走势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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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份，沪胶价格震荡整理。春节过后沪胶受能化商品集体走强的带动上涨，RU主力合约

最高见 14805 元，但重卡销售数据疲软，且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胶价很快冲高回落，最低下探 13920

元。部分轮胎企业节后提前复工，加上泰国胶水价格持续走高，对胶价有提振作用。不过，2 月份国内

轮胎企业开工率持续同比偏低，仅略高于 2020 年因疫情爆发导致企业推迟复工时的水平，而明显低于

2018、2019、2021 年同期。还有，1、2 月份外胶到港有所增长，现货累库可能会持续到 3、4 月份，

供应端压力增大。此外，俄乌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危机也给商品市场带来冲击。 

二、全球天胶供需同增 芯片短缺拖累汽车生产 

1、全球天胶小幅增产 

据ANRPC最新发布的12月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天胶产量料同比增加1.7%至1382.1万吨。

其中，泰国降 3.9%、印尼增 2.8%、中国增 22.9%、印度增 15.3%、越南降 1.9%、马来西亚增

1%。 

2021年 1-12月泰国天然橡胶累计产量为 467.3万吨，同比增加 6.89％；印度尼西亚产量为 312.53

万吨，同比增加 2.9％；马来西亚产量为 52.91万吨，同比增加 2.22％；越南产量为 110万吨，同比

下降 11.3％；中国产量为 85.62万吨，同比增加 23.6％。 

据泰国 2 月 14日消息，泰国橡胶局表示，泰国 2022 年天然橡胶产量料同比增加 1.82%至 490.5 万吨。

同时，该局预计 2022 年一季度产量约为 118.6 万吨，同比下降 6.35%，2 月、3 月产量分别约为 38.7 万吨

和 14.2 万吨。预期产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 2 月中旬开始将进入停割期（北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

以及南部和东部地区受落叶病影响，目前覆盖面积约 100 万莱。另外，该局预测今年该国出口天然橡胶约

421.8 万吨，较 2021 年增加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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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泰国天胶生产进度                     图 2-2 印尼天胶生产进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图 2-3 越南天胶生产进度                     图 2-4 马来西亚天胶生产进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图：2-5  主要产胶国出口形势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2021 年 1-12 月越南天然橡胶出口量累计 184.5 万吨，同比增幅 10.4%。泰国出口天然橡胶合计为

396.45 万吨，同比增幅 4.76%。印度尼西亚出口量为 265.79 万吨，同比增幅 8.23%。马来西亚

出口量为 105.41 万吨，同比下降 4.55%。 

 

http://www.qinre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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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天胶消费预计增加 但缺芯形势依然严峻  

ANRPC最新发布 12月报告预测， 2021 年全球天胶消费量料同比增加 8.7%至 1407.9 万吨。其中，

中国增 5.4%、印度增 19.2%、泰国降 4.3%、马来西亚降 2.8%。2021 年全球天胶消费量料同比增加

8.7%至 1407.9 万吨。其中，中国增 5.4%、印度增 19.2%、泰国降 4.3%、马来西亚降 2.8%。 

全球疫情仍有反复，汽车芯片短缺问题依然存在。根据 AFS（汽车行业数据预测公司）的预测，

由于芯片短缺，在 2021 年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超过 1000 万辆的基础上，2022 年全球汽车市场

累计减产量将突破 100 万辆，至 108.85 万辆。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 年 1 月欧盟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6%至 68 万辆，连续第七个月下降，并创历史同期新低。持续的半

导体短缺仍对该地区的汽车销售产生负面影响。 

 

 

表 2-1：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成员国(ANRPC)供需形势 

单位:万吨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估计） 

产量 1355.1 1388.7 1384.1 1267.8 1382.1 

消费量 1320.3 1376.4 1377.8 1282.7 1407.9 

数据来源：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三、天胶产区天气有利 云南开割可能提前 

1、云南新胶开割可能提前 期货仓单同比增加 

国内产区一般自 3 月末、4 月初开割，部分时期受不利天气或病虫害影响会有推迟。据隆众资讯调

研，目前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物候条件正常，胶树新叶长势良好且暂无严重病虫害发生，预计 3 月 20

号存在开割可能，该预期开割时间较去年提前将近一个月，基本符合正常季节性开割时间，但需关注

后期天气及胶树状况。中国海南省方面跟踪情况来看，虽然个别区域落叶较晚对新叶生产有一定影响，

但是整体开割情况目前评估比较正常。 

2021年，国内割胶先慢后快，天胶全年产量达到 85.6 万吨，较 2020 年同期增产 16.3 万吨。产区天

气状况及胶价是影响天胶产量的主要因素，预计 2022 年国产胶数量可能与 2021 年大体持平，约 85 万

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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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海南胶水指导价格                     图 3-2 中国天胶生产进度 

资料来源：隆众资讯  方正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 

 

自 2021年 11月起上期所 RU仓单数量持续高于上年同期，截至 2022年 2月 25日达到 23.7万吨，

与上年同比增加 6.9万吨。20号胶仓单数量达到 8.8万吨，与上年同比增加 2.8 万吨。 

  

     图 3-3 上期所天然橡胶仓单              图 3-4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20 号胶仓单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 

      

2、国内天胶现货逐渐累库 

2022年 1月起国内天胶现货进入累库阶段，1 月份中国天然橡胶预估进口量为 48.48 万吨，环比 2021

年 12 月份缩减 2.42 万吨，减幅 4.75%，同比缩减 4.55 万吨，减幅 8.57% 。2 月上旬受春节假期影响到

港量有限，而下半月可能会有集中到港。 

据隆众资讯统计，截至 2022 年 2月 20日，青岛地区天胶保税和一般贸易合计库存量 36.91万吨，

环比增加 5.52%，平稳累库。2月 14日-2月 20日期间，青岛保税和一般贸易仓库合计入库率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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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加 1.26 个百分点，同比走高，处于年内正常水平；出库率 3.91%，环比增加 2.07 个百分点，同

比基本持稳，处于年内低位水平，节后下游工厂陆续开始复工拉动出库量小幅提升。 

 

 

图 3-5  中国进口橡胶情况 

资料来源：方正中期研究院 

 

3、国内汽车生产开局较好  重卡销售依然疲软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月18日发布的最新产销数据，2022年1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2.2

万辆和 253.1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16.7%和 9.2%，同比分别增长 1.4%和 0.9%。其中，重卡市场销售

7.8 万辆，环比 2021 年 12 月上涨 36%，但比 2021 年同期的 18.34 万辆下降 57%。 

2021 年一季度汽车生产受芯片短缺的影响尚不明显，当年汽车产量基数较高，这使得今年汽车生

产同比增长的压力增大。此外，重卡销量自 2021 年 7 月起大幅减少，新的排放标准实施之后令换车需

求显著下降。而且，运输市场车多货少，加上分散性疫情发生使得长途运输存在阻碍。2022 年重卡销

售前景难以乐观。 



 

 

请务必阅读最后重要事项 第9页 

  

图 3-6  近年中国汽车月度生产数量                图 3-7  近年中国重卡月度销量 

资料来源：中汽协、方正中期研究院 

 

4、春节后轮胎企业复工早于预期 

2 月份受春节假期影响，轮胎企业开工率处于偏低水平。春节后约有一半产能自 2 月 7 日起复工，

此外还有部分企业原计划自当月 15-20 日陆续恢复生产。不过，13 日传出消息，称山东东营、潍坊、

菏泽、临沂等地轮胎企业突然安排复工，还有少部分企业将在 15-18 日复产。轮胎企业提前复工理论

上应带动天胶需求回升，但复工仓促可能因人员短缺令开工率恢复有限。而且，春节前成品库存较高

也抑制工厂生产速度。 

截至 2 月下旬，中国半钢胎样本厂家开工率为 58.13%，同比上涨 12.11%。全钢胎样本厂家开工率

为 55.25%，同比上涨 1.58%。与往年相比，今年节后轮胎企业开工率处于偏低水平，3 月份或许会恢复

正常。 

  

    图 3-8  中国橡胶轮胎月度产量                图 3-9  国内汽车全钢胎企业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请务必阅读最后重要事项 第10页 

 

5、国内天胶供需形势分析 

2 月份云南降雨量稍高于以往平均水平，对胶树生长相对有利。据隆众资讯了解，西双版纳地区胶树

新叶长势良好且暂无严重病虫害发生，预计 3 月 20 号存在开割可能，该预期开割时间较去年提前将近

一个月，基本符合正常季节性开割时间，但需关注后期天气及胶树状况。海南虽然个别区域落叶较晚

对新叶生产有一定影响，但是整体开割情况目前评估比较正常。 

按以往规律，2月受春节假期影响汽车及轮胎生产处于低谷，3月份会有恢复。不过，3-7月汽车生产

逐月萎缩，9月起恢复逐月增加。考虑到芯片短缺的影响，二季度汽车生产形势同比上年恐怕不乐观，下半

年情况会有所好转。此外，今年 1月重卡销量同比大降近六成，如果 3月销量仍无起色，全年销量或许是

近五年来是新低。重卡销售形势对轮胎行业影响明显，继而决定天胶需求的变化。 

2022年 1月起国内天胶现货进入累库阶段，1 月份中国天然橡胶预估进口量为 48.48 万吨，环比 2021

年 12 月份缩减 2.42 万吨，减幅 4.75%，同比缩减 4.55 万吨，减幅 8.57% 。2 月上旬受春节假期影响到

港量有限，而下半月可能会有集中到港。预计 2022年外胶进口或许将有一定提升。目前预测全年进口量可

能在在 550万吨左右。  

 

表 3-1：中国天然橡胶供需形势 

 产量 进口量 消费量 结余变化 

2018 年 81.84 540.98 567.00 +55.82 

2019 年 81.23 505.77 554.38 +32.62 

2020 年 68.82 564.35 542.97 +90.20 

2021 年 86.00 516.00 560.00 +42.00 

2022 年（2 月预测） 88.00 550.00 560.00 +78.00 

数据来源：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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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橡胶市场价差分析 

1. 期现价差分析 

 

图 4-1  国内橡胶期现货价差 

资料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近期天胶期现价差持续回落。国内天胶产区目前仍处停割期，预计 3月下旬云南可能开割。进口

胶到港增加使得青岛地区持续累库，春节后下游企业复工，但需求尚未显著增加。泰国国内胶水及杯

胶等原料价格持续走高，对于现货胶价有一定支撑。期现价差收敛的趋势预计持续到 8月份，RU2301

合约成为主力之后期现价差会再次扩大。 

2.期货合约跨期价差分析 

 
         图 4-2  上期所 2209-2205 合约价差 

         资料来源：上期所、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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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胶价格走势已经持续数月震荡收敛，RU2209-RU2205 合约价差基本稳定在 100-220元。当前

RU2209-RU2205合约价差已处于历史同期合约价差的中等偏低位置，后期或许会有所反弹。可适当进行

反向套利，目标 300-400元。 

3.天然橡胶 5 号胶与 20 号胶价差分析 

  

图 4-3  5 号胶与 20 号胶现货走势对比              图 4-4  5 号胶与 20 号胶期货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进入 2022年以来，虽然胶价整体上继续震荡整理，但 20号胶表现相对较强。5-20号胶现货价差

由 2500 元左右收敛至 1800 元附近，期货价差由 3000 元收敛至 2200 元。长期看，两者现货价格多在

800-2500元区间波动，以 1400元为轴线上下震荡。预计 RU-NR价差还会继续收窄。 

五、橡胶期货季节性分析 

 

图 5-1  橡胶期货指数季节性分析           图 5-2  20 号橡胶期货指数季节性分析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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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天胶生产一般在年底到来年一季度为停割期，其他时间均有天胶生产。天胶主产区在东南亚国家，

多数在一或二季度停割。国内天胶供应以进口为主，除 2月份受春节影响之外，一般 5、6月份到港量较少，

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到港量较高。 

    天胶下游需求多以轮胎及汽车部件生产为主。近年来轮胎生产持续萎缩，下半年表现较差。汽车生产

则是先抑后扬，上半年逐月减产，一般在 6~8月处于低谷，而下半年则逐渐回升。 

    沪胶期货价格在一季度多震荡偏弱，特别是 3月份下跌的概率很大。4月之后有望逐渐走强，7、8月

份多以上涨为主。 

六、橡胶期权市场 

 

图 6-1  沪胶期权成交量及持仓情况                图 6-2  沪胶期权成交持仓比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图 6-3  沪胶期权认沽认购比率                 图 6-4  沪胶期权不同行权价成交和持仓量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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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沪胶期货历史波动率                   图 6-6  沪胶期货历史波动率锥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供需形势多空交织，近期沪胶行情震荡走弱。若 RU2205 合约跌破 14000 元附近支撑，则中长线可

能将下探至 12500-13000 元。投资者可考虑卖出看涨期权，或买入看跌期权熊市价差套利。 

七、行情展望及操作建议 

 

图 7-1  沪胶指数走势分析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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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20 号胶指数走势分析 

资料来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整理 

 

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危机给商品市场造成冲击，其深远影响还需继续观察。此外，美联

储计划于 3 月份开始逐渐加息，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在宏观面风险聚集的背景下，市场出现情绪化

波动的可能性增加，做好风险控制是当务之急。就天胶自身情况而言，国内现货累库进度以及下游消

费形势，特别是一季度重卡销量对于胶价阶段性走势会有重要影响。此外，东南亚主要产胶国 3、4 月

份纷纷停割，近期泰国国内胶水、杯胶等原料价格上涨对于胶价会有支持作用。以往规律看 3 月份沪

胶价格以下跌为主，且今年春节后胶价冲高回落，整体表现偏弱。短线看 RU 主力合约在 14000 元关口

有支持，若向下突破则可能会下探至 12500-13000 元。NR 主力合约可能继续在 11000-12200 元区间进

行震荡。 

八、行业相关股票 

表 8-1 天胶行业相关股票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相关产品 年度涨跌幅(%) 价格 

601118 海南橡胶 天然橡胶 -5.68 4.98 

600500 中化国际 天然橡胶、化工业务 -5.49 8.09 

数据截至 2022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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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源于公开资料，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对信息的准确性及完备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

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合约的买卖出价和征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可

能存在的交易风险。本报告版权仅为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如引用、转载、刊发，须注明出处为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