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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短期低位区间震荡运行格局  

因素相关分析： 

 供求松平衡格局深化，注意主流矿山阶段性对供应释放的

扰动。 

 供应释放将是铁矿石价格反弹制约因素 

 宏观面，目前光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止住经济下滑态

势，短期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配套政策出台，这种态势还会持续，

市场的悲观预期也难以有效改善。注意五中全会时间节点。 

策略： 

 未来一段时间内铁矿石价格预计大部分时间会维持在

40-70 美元区域波动。操作上，反弹接近或进入压力区，采取卖

出操作；跌至低位边际成本区附近，采取买入操作。 

 期货近月合约波动区间预计在 303-493 元，铁矿石远月合

约贴水较大，目前 1605 合约较 1509 合约贴水 81 元。 

 卖出操作选择相对弱势的远月，进场区间 335-374；目标

290-330。 

 买入操作选择相对偏强的近月，进场区间 350 以下，目标

390-430。 

风控： 

 进入止损区间，逐步止损。卖出操作止损区间：376-400。

买入操作止损区间：290-320。 

 在卖出操作时，可通过买入近月合约保护，在买入操

作时，可通过卖出远月合约保护。 

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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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短期低位区间震荡运行格局 

第一部分 基本因素相关分析和技术分析 

现阶段铁矿石价格走势逻辑主线在哪？主导因素会是什么？ 

供求松平衡。铁矿石供求格局由前些年的供求紧平衡，转为目前的供求松

平衡，成为铁矿石价格趋势性大跌的主要因素。但目前矿山到货量偏稳，港口

库存偏低，铁矿石供求松平衡的矛盾似乎没有之前的突出，决定目前铁矿石价

格低位反弹强于螺纹，超出预期。 

供应释放将是铁矿石价格反弹制约因素。随着中国钢铁产量峰值提高到

来，而大矿山新产能还在投放，铁矿石供过于求的格局将持续，一旦外矿价格

反弹起来，上 65 美元，本已关停的非主流矿山会开始生产，供应随之增加，

成为制约铁矿石价格反弹走高的重要因素。 

外部环境。主要看经济走势，目前光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止住经济下

滑态势，短期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配套政策出台，这种态势还会持续，市场的悲

观预期也难以有效改善。需要注意的，10 月将召开五中全会，将成为影响市场

对经济走势预期变化的重要节点，或能改善目前市场对经济的偏悲观预期，从

而影响大宗商品体系走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 

 

一、供求松平衡格局深化，注意主流矿山阶段性对供应释放的扰动 

铁矿石供求格局已转变为供过于求的供需松平衡，这种格局将会在未来几

年延续并进一步深化，因为国外主流矿山还处于产能扩张过程中，新产能将会

继续投放。力拓与必和必拓未来 2 年还将增产 5500 万吨，淡水河谷未来 3 年

增产 9000 万吨。产量方面，主流矿山并没因为矿价的持续下跌而减产，相反，

供应还会增加。自去年以来，国外几大主流矿山及时改变战略，通过扩张方式

降低成本，采取低价谋求最大利润，打垮竞争对手。这种战略变化也决定了将

维持在铁矿石供过求的过程中，直到他们将非主流矿的竞争对手打垮令其退出

市场。 

表一 2015 年全球主要的铁矿石新增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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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年报，公开资料整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铁矿石供需松平衡深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

化，而且这种过程需要较长时间，过程中也会有反复。比如今年 4 月初外矿跌

到 50 美元以下时，国外非主流矿山开始宣布减产，澳大利亚第四大铁矿石生

产商阿特拉斯宣布当月会陆续停产，连 FMG 表示如果再下行，将不再增加矿

石供给，随后铁矿石价格出现阶段性反弹。当价格跌至一些非主流矿山被迫减

产后，市场预期会因为后期供应可能出现一定减少而短期发生改变。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2015 年以来至少有 4000 万吨产量从国际矿山市场上退出。尽管

这一数量并不是很大，但足可以阶段性影响到市场预期。 

随着国内外非主流矿山关停减产，主流矿山在全球贸易量集中度将进一步

提高，其市场主导权也会进一步提高，尽管主流矿山战略上转为低价打垮对手，

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阶段性适时通过控制海运等方式控制供应释放会短期

造成供应紧张局面，拉升铁矿石价格。近期国内港口进口矿库存偏低，钢厂库

存不高，就容易出现这种局面。 

二、供应释放将是铁矿石价格反弹制约因素 

4 月初外矿铁矿石价格跌破 50 美元，澳大利亚第四大铁矿石生产商阿特拉

斯宣布当月会陆续停产，但随后铁矿石价格反弹上 60 美元，一度上 65 美元后，

又宣布不停产。充分说明只要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矿山不会停产。一旦价格

反弹上来，不大亏，有小利可赚，一些处于关停边缘的国内外非主流矿山又会

开始生产，致使供应增加。供应增加将令铁矿石市场供过求的矛盾阶段性突出

化，价格成为制约价格继续反弹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国内外非主流矿山成本测

算，矿价反弹的压力区在 65-70 美元区域。矿价反弹进入这个区域，在需求没

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供应的释放增加将制约矿价突破走高。从国外矿山边际

成本测算，未来一段时间内铁矿石价格预计大部分时间维持在 40-70 美元区域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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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环境：经济走势与预期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自去年 7 月以来一直呈下行趋势，今年年

初跌破 50 荣枯分水岭，之后小幅回升，仍 50 荣枯分水岭线上徘徊，未能有效

回升起来，从 6 月份开始又连线三个月走弱，再度跌破 50 荣枯分水岭；PMI

新订单下滑幅度更大。从这一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下滑

态势中，下行压力未减。 

图一 国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价格指数来看，自今年初来，CPI 从低位开始小幅持续回升，8 月达到

2.0%；较 7 月 1.65%上升 0.35 个百分点，某种程度上受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影响。

总体上，通胀水平处于合理范围。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维持自去年

以来的下行趋势，今年年初未能有效回升，横盘之后，近两月加大下行走势，

与 CPI 的剪刀差拉得更大。这说明在需求下滑深度影响下，大宗商品价格仍然

处于下行态势之中。尽管央行连续出台降准降息，由于钱并未大量进入实体经

济，特别是很少进入过剩产能产业，宽松流动性也难以令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止

跌迹象。 

图二 国内价格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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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以上经济数据说明，目前光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止住经济下滑态势，

短期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配套政策出台，这种态势还会持续，市场的悲观预期也

难以有效改善。需要注意的，10 月将召开五中全会，将推出“十三五规划”，

对改革下一步举措将有明确指导，经济下一步运行有明确指向，将成为影响市

场对经济走势预期变化的重要节点，或能改善目前市场对经济的偏悲观预期，

从而影响大宗商品体系走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 

四、技术分析 

铁矿石期货自上市以来一路下跌，从技术图形看，今年 4-6 月反弹力度强

于 7-9 月反弹，两波反弹均吸引大量资金参与，后一波反弹资金参与力度更强，

说明抄底资金活跃。摆动指标 MACD 在两波反弹过程中出现红柱面积减小，

也说明第二波走势市道弱于前一波。均线系统上，21 周均线成为重要的压力线，

自下跌以来，仅有今年 6 月一周收在其上，随后又收破该压力线，上周收盘刚

好在这一线，后市关注能否有效站上这一重要压力线；目前均线系统有走平的

趋势，如果不能有效突破重要压力线，后市仍然难以打破低位震荡运行格局。

从摆动指标 MACD 在筑底中往往会二次背离来看，铁矿石期货价格按通常技

术分析会再度背离下跌。技术上目前仍然是低位区域震荡运行格局。 

图三 铁矿石期货指数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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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第二部分 策略 

基于以上基本因素相关分析和技术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内铁矿石价格预计

大部分时间会维持在 40-70 美元区域波动。操作上，采取针对铁矿石价格运行

价区波段操作策略，即反弹接近或进入压力区，采取卖出操作；跌至低位边际

成本区附近，采取买入操作。 

参照以上外矿波动区间折算，国内期货近月合约波动区间在 303-493 元，

而由于市场对未来价格走势不看好，铁矿石期货远月合约贴水较大，目前 1605

合约较 1509 合约贴水 81 元。 

卖出操作选择相对弱势的远月 1605，进场区间 335-374；目标 290-330。 

买入操作选择相对偏强的近月 1601，进场区间 350 以下，目标 390-430。 

第三部分 风控 

风险因素： 

1．近期由于股指期货交易方面的限制，大量资金在试图转战商品期货市

场，资金逐利原则，大量投机资金会选择投机性较强的品种，基本面相比之下

不是最糟糕的品种做反弹。因此，在投机资金炒作之下，短期铁矿石价格很容

易因期货贴水被会热炒拉高。 

2．政策风险，中国政府出于保增长目的，如果近期出台进一步大的政策，

将会改变市场预期，刺激投机资金抄底大宗商品，拉涨铁矿石价格，令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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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走出以上研判的低位区域。一旦出现这种状况，结合形势重新分析后调整

操作策略。 

3．卖出操作，到五中全会召开前的重要节点，要结合形势重新分析。规

避政策风险。 

风险控制： 

1． 进入止损区间，逐步止损。 

卖出操作止损区间：376-400。 

买入操作止损区间：290-320。 

2．在卖出操作时，若出现投机资金短线拉涨，可通过买入近月 1601 合约

保护，赚取套利收益，减少卖出操作的亏损。因为目前铁矿石期货合约间保持

近强远弱的格局。 

3．在买入操作时，若出现超跌状态，可通过卖出远月 1605 合约保护，赚

取套利收益，减少买入操作的亏损。 

 

 

2015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