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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分析

（一）期货价格

天然橡胶期货主力合约日 K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天然橡胶主力合约 RU2305 合约期价在 12655-12465 元之间运行。本周橡胶价格在

5日线的压力之下继续窄幅震荡。

截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收盘，本周天然橡胶主力合约 RU2305 下跌 55 点，跌幅 0.44%，

报收 1249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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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货价格

天然橡胶市场价

数据来源：中国橡胶信息贸易网、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云南国营全乳胶（SCRWF）现货价格 12050 元/吨，较上周下

跌 100 元/吨；泰三烟片（RSS3）现货价格 140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 元/吨；越南 3L

（SVR3L）现货价格 115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 元/吨。

天然橡胶到港价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天然橡胶到港价 1670 美元/吨，较上周下跌 10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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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差价差

天然橡胶基差(活跃合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以上海云南国营全乳胶（SCRWF）现货报价作为现货参考价格，以天然橡胶主力合约

RU2305 合约期价作为期货参考价格，二者基差呈现小幅扩张的态势。

截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二者基差维持在-440 元/吨，较上周扩大 45 元/吨。

天然橡胶跨期价差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天然橡胶连续合约与活跃之间的跨期价差为 185 元/吨，较

上周缩小了 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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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内外盘价格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天然橡胶内外盘价格较上周都略有下跌。

二、市场信息

1.根据汽车行业数据预测公司 AutoForecast Solutions 的最新数据，截至 2 月 12

日，由于芯片短缺， 今年全球汽车市场已减产约 34.99 万辆汽车。AFS 最新汇总的减产

数据表明，尽管芯片供应有所改善，但短 缺的问题仍持续存在。AFS 表示，芯片短缺已进

入第三个年头，到今年年底，由于芯片短缺，全球汽车市场 累计减产量预计将攀升至约 281

万辆。

2.中汽协数据显示，由于去年年底提前透支了部分需求，今年 1 月车市的表现并不理

想，产销量分别达到 159.4 万辆和 164.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4.3%和 35%。

3.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ANRPC）最新发布的 2023 年 1 月报告显示，2022 年 12 月

产胶国成员国天胶产量小幅减少至 118.6 万吨，环比小幅下降 3.65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9.39 万吨，增幅达 8.60%。2022 年 1-12 月天胶生产国协会成员国合计产量达 1220.18 万

吨，较去年同期的 1157.46 万吨小幅增长 62.72 万吨，增幅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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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越南出口橡胶 134895 吨，环比下降 50.2%，同比

下降 30.0%。1 月橡胶出口额为 18258 万美元，环比下降 50.0%，同比下降 44.9%。

5.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马来西亚天然胶出口量 4.88

万吨，环比下跌 4.51%。12 月马来西亚产量环比小幅增加但进口量环比减少较为明显，在

库存增加相对有限情况下，出口量环比有所下滑。12 月份出口量同比增加 6.12%，仍处于

历史同期相对低点水平；2022年全年马来西亚天然橡胶总出口62.26万吨，同比减少4.69%。

2017 年之后，马来西亚天然橡胶产量呈现逐年下滑趋势，拖累出口市场。

2022 年 8 月份以来，伴随海外需求下滑，出口至中国的比重提升。10-11 月马来西亚

天然橡胶出口贸易伙伴中，出口中国市场占比均超过50%，其中11月份出口中国占比54.3%，

为 2022 年的月度次高水平。12 月份出口中国占比下滑至 47.6%，约 2.32 万吨，环比减少

16.3%，同比增加 21.72%。

6.根据中国橡胶信息贸易网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美国进口轮胎共计 28434 万条，同

比增 3.8%。其中，乘用车胎进口同比增 4.6%至 16347 万条；卡客车胎进口同比增 15.6%至

5926 万条；航空器用胎同比增 24%至 33 万条；摩托车用胎同比增 0.3%至 387 万条；自行

车用胎同比增 4.4%至 1378 万条。

2022 年，美国自中国进口轮胎数量共计 3960 万条，同比降 15%。其中，乘用车胎同比

降 14%至 291 万条；卡客车胎同比则增 43%至 328 万条。

2022 年，美国自泰国进口轮胎数量共计 5322 万条，同比降 2%。其中，乘用车胎为 3041

万条，同比降 8.4%；卡客车胎为 1693 万条，同比增 16%。

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2023 年 1 月份“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1月汽车

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80，环比上升 68.2%，同比上升 23.3%，库存水平位于警戒线以

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今年 1月汽车销量开年走低，主要是受到去年 12 月份燃油车

购置税减半政策和新能源补贴政策到期导致消费需求前置。

三、供应端情况

目前国内产区基本停割，国外天胶主产区在一季度后期至二季度也将交替减产，全球

橡胶供应压力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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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主要生产国产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然橡胶主要生产国的产量变化情况：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

幅下降，越南小幅下降，泰国小幅增长，印度大幅增长。

合成橡胶中国月度产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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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胶中国累计产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成橡胶中国月度产量及累计产量均比上月有小幅增长。

四、需求端情况

本周，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较上周都有小幅上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橡胶

轮胎外胎月度产量较上月下降 15.2%；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汽车月度产量 248.8

万辆，同比下降 16.7%；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主要国家汽车月度销量中，日本、德国

商用车、韩国和欧盟产量较上月有小幅增长，德国乘用车和美国各类车辆销量较前一月有

小幅下降。

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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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半钢胎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 71.72%，较上周上升 4.02%；全

钢胎汽车轮胎企业开工率为 67.587%，较上周上升 5.3%。

中国橡胶轮胎外胎月度产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橡胶轮胎外胎月度产量 6990.8 万吨，同比下降 15.2%。

中国汽车月度产量

数据来源：iFinD、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中国汽车月度产量 159.4 万辆，同比下降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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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汽车月度销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龙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主要国家汽车月度销量中，日本、韩国和欧盟产量较上月有

小幅增长，德国商用车和美国各类车辆销量较前一月有小幅下降，德国乘用车销量有大幅

下降。

五、库存端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12 日，中国天然橡胶社会库存 127.9 万吨，较上期增加 1.05 万吨，

增幅 0.83%。本周深色胶社会总库存为 70.8 万吨，较上周增幅 0.97%。其中青岛现货库存

环比增幅 1.55%；云南库存变化不大；越南 10#增幅 0.21%；NR 库存小计降幅 5.39%。中国

浅色胶社会总库存为 57.1 万吨，较上周增幅 0.65%。其中老全乳胶环比下降 0.91%，3L 环

比增加 2.92%。本周整体入库大于出库，库存持续累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