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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产业链分析

主旨导读

天然橡胶与石油、钢铁、煤炭并称的工业原料的“四大金刚”，在人类近现代社会发

展进程中功不可没。

伴随着近现代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天然橡胶产业也得以迅猛增长，但与此同时伴随

着合成橡胶的快速发展以及下游需求的疲软，天然橡胶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未来天

然橡胶的发展何去何从？还得从源头看起。

橡胶主力 K线/来源：博易大师

产业链

天然橡胶（NR）是一种以聚异戊二烯为主要成分的天然高分子化合物，其成分中橡胶

烃占 90%以上，其余为蛋白质、脂肪酸、灰分、糖类等非橡胶物质。



2

通常我们所说的天然橡胶，是指从巴西橡胶树上采集的天然胶乳，经过凝固、干燥等

加工工序而制成的弹性固状物。巴西橡胶树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马拉岳西部地区，

喜高温、高湿、静风、沃土，现已布及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

天然橡胶具有优良的回弹性、绝缘性、隔水性以及可塑性等，并且适当加工后还具有

耐油、耐酸、耐碱、耐热、抗压等特性，具有广泛用途。

标准胶分为 5 号胶、10 号胶和 20 号胶，5 号胶一般为一级胶，是最好的胶，其所含杂

质为 0.05%；10 号胶为二级胶，其所含杂质为 0.1%；20 号胶为三级胶，其所含杂质为

0.2%。一般 5 号胶用于轮胎内胎制作，而 10、20 号胶用于轮胎外胎制作。

天然橡胶加工流程

天然橡胶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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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胶树的经济寿命为 20-25 年，种植 7年后可进行割胶，种植 10年后进入单产的旺产期。

在无灾害的情况下，全球天然橡胶由北向南开始交割，每年 3-4 月是全球天然橡胶的

供应淡季，在此阶段，国产新胶产出不多，质量一般，而东南亚产区几乎处于停割胶

期；6-8 月为天然橡胶产出旺季。

具体而言，3 月中旬开始我国云南产区率先进入割胶季；4 月初，海南产区开始割胶；

4月中旬，泰国北部、越南进入割胶期；4 月底 5 月初，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印尼北

一带进入割胶季；12月中旬印尼北部另一部分进入割胶季。

全球橡胶市场可分为合成橡胶生产和天然橡胶生产，其中合成橡胶占 53%左右，天然橡

胶占 47%。

就天然橡胶而言，全球约有 1，300 万英亩天然橡胶林，受橡胶生长喜好的影响，全球

绝大部分的橡胶生长于赤道附近。近东南亚作为橡胶的主要种植区，10年种植面积东

南亚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3.1%，其中泰国+4.3%；马来 -2.1%；印尼+0.6%；越南 7.6%。

目前，全球橡胶产量逐年稳定增长，受疫情影响 2019 年橡胶生产有所回落。2019 年全

球橡胶生产达到 1461.66 万吨，与去年持平。其中亚洲是全球橡胶生产的主力军，近

90%的产量来自于亚洲，而东南亚又占到全球产量的 75%。另外一部分的橡胶产量来自

于非洲，占全球产量的 7%、美洲生产总量占全球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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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橡胶产量 / 来源：WIND

具体到国家而言，泰国、印尼、越南为全球前三大天然橡胶生产国，三国产量加总生

产近全球 70%，其中仅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产量占全球产量近 60%，全球天然橡胶的生

产地高度集中。

2020 年泰国、印尼、越南三大主产国的橡胶产量分别为：437 万吨、303 万吨 124 万吨，

其中，泰国、印尼生产量有所下降，同比去年分别减少约 10%、8%；越南产量较去年增

加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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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橡胶产量 / 来源：WIND

我国橡胶近十年来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2011 年是一个分水岭，自从 2011-2012 高速

增长 7%-8%后，之后几年几乎处于负增长或者零增长的状态。其背后原因是 2011 年在

此之前，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价格大幅上涨，之后价格明显下跌，尤其是最近几年橡

胶价格持续大幅走低，胶农收入大幅下滑，胶园开始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

2020 年，我国橡胶产量为 69.27 万吨，同比去年减少 15%，增速达历史最低。今年受

疫情、白粉病等影响，我国割胶高峰推迟，但并没有影响产量，1-5 月橡胶累计产量约

为 16万吨，高于 2020 年因延迟减产仅 6 万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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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橡胶产量 / 来源：WIND

消费

近些年来，天然橡胶的消费量不断稳定增长，天然橡胶消费量由 1952 年仅一百多吨的

消费量发展到如今全球天然橡胶消费量近 1400 万吨，但随着经济增长，合成橡胶的替

代性和橡胶工业日益成熟，会不断影响天然橡胶的消费量。2020 年上半年，全球天然

橡胶消费量还遭到了疫情的重大影响，全球消费量下降 15.7%。，而占全球需求 40%的

中国，消费量下降了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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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消费主要集中于亚洲新兴工业区，中国、印度、印尼是亚洲地区的前三消费

国，其 2019 年消费量分别为：554 万吨、114 万吨、64 万吨，但都同比去年有所下降。

ANRPC 成员国橡胶消费额达到 900 万吨，占世界消费的 70%左右。

中国是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自 2002 年来，中国无论是在天然橡胶消费的增速上还

是总量上，都逐渐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主要原因主要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内

需扩大以及工业化发展速度加快。

来源：WIND

天然橡胶 70%用于轮胎生产，因此轮胎制造、汽车行业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对橡胶有所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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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2016 年，受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房地产市场发展将带动国内重卡及相关货车的消费

上升等影响，中国汽车消费量以及相应的轮胎需求有所增加。

而 2020 年年初，受疫情的影响，许多大型轮胎及制品企业暂时关停，冲击天然橡胶下

游行情，不少天然橡胶货源订单被推迟甚至毁约，削弱橡胶加工厂生产情绪，原料用

量减少，另一方面，天然橡胶价格宽幅走跌，供应商生产及胶农割胶利润空间受损，

割胶积极性被打击，轮胎产量骤减直接影响到天然橡胶消费量骤减。

2020 年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的良好控制，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工作，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快速发展等原因，橡胶轮胎需求再次上升，在今年年初迎来一个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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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进出口

进口

随着经济科技的日益发展，国内生产橡胶数量增加的同时进口橡胶的数量也在增加。

目前整个东南亚为我国橡胶进口的主要进口国，泰国为我国橡胶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

占进口的 65%，而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则承包了我国整个进口来源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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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海关总署

我国天然橡胶进口呈一定的季节性，夏季过后进口量增加，这和东南亚地区割胶季节

比较一致。

2019 年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橡胶进口量骤减，从 12 月的 29 万吨下降到次年 1月的

17 万吨，同比下降 28.6%。虽然之后全球悲观情绪蔓延，橡胶需求抑制，胶价大幅走

跌，但随后进口量有所回升，似乎为受影响。

2020 年 1-3 月累计进口量 132.48 万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4.01%，这主要由于当时国内

贸易商与国外加工厂三四月份订单，多为年前签订，并且疫情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还没

有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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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出口

全球橡胶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量随年稳步增加，其中泰国、印尼、越南为前三大主要橡

胶出口国。2019 年 ANRPC 成员国橡胶出口总量为 969.6 万吨，同比去年下降 5%。

中国主要是橡胶消费大国，其出口量不占优势。自 2020 年以来中国天然橡胶的出口呈

现一个“大 V 型”，2010 年出口数量为 2.53 万吨，但随之的一年跌倒 0.94 万吨，之

后出口量虽有上涨但都未突破 4万吨。

国际上，受到中国大量进口需求的影响，主要的橡胶出口国出口量很大程度上受到中

国进口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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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国为例，2021 年 5 月泰国天然橡胶对全球出口量 35.11 万吨，环比下跌 10.22%，

主因原料提量不及预期，中国市场需求进一步低迷，出口中国数量同环比大跌，而中

国以外市场需求有所走弱共同拖累。

来源：Wind

影响因素

1. 合成橡胶的生产和应用

1909 年第一个合成橡胶成功面世，到目前为止已近百年，橡胶制品被广泛用于车辆、

包装、医药、家用电器及改性塑料制品领域，并且随着橡胶制品随着工艺的不断改进，

原材料的选用也有所变化，许多产品已经做到利用合成橡胶替代天然橡胶，是天然橡

胶很好的替代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9%A1%E8%83%B6%E5%88%B6%E5%93%81/99601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9%E6%80%A7%E5%A1%91%E6%96%99/596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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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然橡胶供给紧张或价格上涨时，许多生产厂商会选择使用合成橡胶，两者的互补

性将会越来越强。

同时，由于合成橡胶属于石化类产品，其价格受其上游产品――石油的影响。因此，

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会通过影响合成橡胶的价格而作用于天然橡胶的价格。

/ 来源：国金期货智慧宝

2021 年 1-5 月，我国进口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含胶乳）共计 283.3 万吨，比 2020

年同期的 259.8 万吨增长 9%，其中进口天然橡胶 220 万吨，同比增长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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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节性因素

橡胶树作为农作物的一种，其生长对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有一定的要求。一般而言，

种植 7 年后可进行割胶，种植 10年后进入单产的旺产期。

由于全球各地的割胶季节不同，各地加起来天然橡胶一年有超过六个月的时期。

割胶在开割季节时，一般橡胶供应量上升，胶价下跌；而停割季节，库存消耗，供应

紧张，胶价上升。

一些特别的气候灾害会严重影响橡胶的产量从而影响价格。比如台风或热带风暴、持

续的雨天、干旱、霜冻等都会降低天然橡胶产量而使胶价上涨。

赤道地区还有两个奇特的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拉现象对橡胶的生产有很大的影

响。比如遇到厄尔尼诺现象时，东南亚降水会减少，出现干旱天气，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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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白粉病、红根病、炭疽病等病虫害因素也会严重影响天然橡胶树的生长，

甚至导致死亡，对天然橡胶的产量及价格影响也很大。

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病虫害灾害影响，比如云南地区橡胶白

粉病叠加干旱的情况影响了大部分地区推迟开割，这就导致了价格的季节波动性。

3.国际橡胶供求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自身种植的橡胶远远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超过 80%的橡胶都需

要进口，因此国际橡胶供求关系直接影响了国内天然橡胶的价格。

目前，全球天然橡胶主要出口国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而我国 65%的橡胶都

是从泰国进口，泰国的橡胶供需对我国天然橡胶的价格影响比重更大。

今年 3 月以来，随着疫情的反复，泰国、马来等地区部分加工厂被迫关停泰国胶水价

格出现大幅下跌，橡胶成本端口支撑弱化；另一方面，由于轮胎需求的需求不足，导

致橡胶消费悲观预期上升，天然橡胶价格反映到期货盘面就是预期不断下跌，6月份天

然橡胶价格延续下跌局面，月度跌幅达到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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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 2019 合约/ 来源：同花顺

目前，泰国橡胶管理局出手稳定橡胶价格，这些措施将能够消化过剩橡胶产量高达 20

万吨/年，伴随着消费潜力不足的影响，供过于求的局面，以及未来的众多不确定性，

导致胶价波动。

4. 国际政策

由于我国国产的天然橡胶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部分靠进口，因此国际政策的

变动会直接影响到天然橡胶的价格。

例如，当我国加入 WTO 以后，政府如何兑现 WTO 承诺、调整进出口政策，成为影响我

国天然橡胶进口情况乃至天然橡胶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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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美情况的激化，美国对中国多次针对数百种产品征收关税，也会冲击橡

胶的进出口。例如，中国是橡胶助剂的出口大国，尤其促进剂和防老剂出口比重均在

50%以上，而关税壁垒也严重影响了其中的进出口。

5. 汽车行业等下游行业影响

天然橡胶消费最大的就是汽车行业，研究表明约占天然橡胶近 70%，因此汽车行业的发

展能直接影响天然橡胶的使用从而影响天然橡胶的价格。

从历史来看，欧美、日本等国汽车工业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对天然橡胶的

需求也相对平稳。中国的汽车工业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未来也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国内天然橡胶价格受汽车工业和轮胎行业发展影响的程度

将加强。

如今国内轮胎终端需求低迷使得生产企业开工率下降，同时高温限电、环保督察等因

素影响下游制品生产，这也是导致前几个月盘面价格下跌的重要因素。

6. 主力资金的作用

橡胶由于其品种特性，在期货盘面上讲受到主力资金的影响较为明显，通过近期盘面

情况可以观察到上周前橡胶主力和持仓量是一个负相关的变化，持仓量上升，盘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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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跌；持仓量下跌，盘面价格反而上升，说明背后主力资金偏空。但最近几天观察

盘面来看，主力资金似乎有了新动作。总体来说，橡胶类似于盘子偏小的品种，资金

对行情的影响就更大，存在一定趋势的条件下，通常来说持仓量的增加近期行情就往

趋势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就不简单归结于基本面。

交割细则

1. 交割质量标准

标准品:1、国产天然橡胶(SCR WF)，质量符 合国标 GB/T8081-2008。

2、进口 3号烟胶片 (RSS3)，质量符合 《天然橡胶等级的品质与包装 国际标准(绿皮

书)》(1979 年版)。

2. 交割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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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上期所

总结

橡胶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种，国际因素对于其价格有着重要影响，在交易时重点关注

关注中美局势、海外疫情蔓延情况、下游需求变化及国内外主产区天气情况。

从盘面本上来看，受到橡胶品种自身交易等的影响，在期货方面更多的还应该观察主

力资金操作方向，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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