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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上周黑色期货分化严重。炉料端，焦煤焦炭高位回落，焦炭回调 15%

后在 3200 附近震荡，而铁矿本周低位反弹，截止周五收盘主力重新站上

700 关口。成材端，螺纹热卷维持震荡行情，主力合约逼近 2 个月来的高

点。 

铁矿：Mysteel 数据来看，上周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 2457 万吨，环比

增加 174 万吨。澳洲发运量 1768 万吨，环比减少 152 万吨；其中澳洲发往

中国的量 1493 万吨，环比增加 202 万吨；巴西发运量 689 万吨，环比增加

22 万吨。不过整体发运水平保持高位运行，进口矿供应依旧宽松。需求端，

8 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日产 205.27 万吨，环比下降 3.99%；生铁日

产 181.81 万吨，环比下降 2.85%；钢材日产 209.30 万吨，环比增长

1.54%。 

价差上来看，PB-1.5/PB 粉与纽曼粉溢价弱稳后继续下跌，其中 PB 粉周

环比跌 1 美元/干吨至-1.5 美元/干吨，纽曼粉周环比跌 0.9 美元/干吨至-

1.5 美元/干吨。目前需求仍在主导铁矿市场，关注钢厂检后复产时间与钢厂

的低库存状态带来的阶段性反弹。 

总体上看铁矿价格大幅下跌后，已经非常接近非主流矿发货大增的起点

价格 650-740 元/吨，预计这一区间支撑力度较强，铁矿进一步下跌空间有

限。因此铁矿预计维持震荡走势。因此铁矿预计维持震荡走势。 

焦炭：当前焦炭依旧处于 6 月底以来的去库的阶段，上游焦煤供应持续

偏紧，煤矿生产仍受环保及安全检查影响，增量释放有限，成本支撑增强。

现货端，短期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下游处于传统消费旺季，从铁水产量下滑幅

度来看，钢厂限产程度预计不大，在需求没有明显下滑的背景下，焦炭的强

势或将延续。 

螺纹：据 Mysteel 数据，上周全国螺纹钢表观需求环比-14.9 至 324.8

万吨，需求明显下滑。供给端，上周全国高炉铁水产量保持平稳。日均铁水

产量-4.5 至 218.4 万吨。据 Mysteel 数据，五大品种钢材周产量环比-60.9

至 917.4 万吨；其中螺纹产量-36.2 至 271 万吨。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周

环比-64.6至 1920.9万吨，其中螺纹社会库存环比-53.9至 982.5 万吨。 

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虽然近期螺纹供需皆有所下滑，但螺纹持

续在走去库进程。今年的传统消费旺季，对于螺纹钢需求的拉动依旧可期，

叠加 9 月钢厂限产区域进一步扩大，供需缺口或将持续。从下游贸交投来

看，成交量持续回升，市场态度转暖，我们预计螺纹钢或将保持震荡偏强格

局。关注国庆节前的常规备库以及 10 月份的需求释放情况。预计螺纹钢或

将保持震荡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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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 内蒙古自治区对部分钢铁企业实施停（限）产计划，截至 9 月 26 号，区域内 11 家样本

钢厂已经有 6 家全部停产，占样本企业 54.5%，2 家钢厂部分停产，还有 3 家钢厂处于不确

定状态。 

◎ 接内蒙古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求，乌兰浩特钢铁两条螺纹钢轧线 9 月 24 日-9 月 30 日停产

检修，预计影响螺纹钢产量 4万吨左右。 

◎ 鞍钢计划自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24 日对 1580mm 热轧产线进行检修，日均影响产

量约 1.1万吨，不排除计划有再调整的可能。 

◎ 受限电影响： 

1.冷钢 2 条螺纹产线自 9 月 24 日开始停产，具体复产时间待定，影响螺纹产量约 5400 吨/

天；线材产线自 9月 25日开始停产检修，计划停产四天，影响盘螺产量约 2000吨/天。 

2.湘钢自 9 月 24 日起错峰生产，建筑钢材仅晚班 1 条或 2 条产线生产，预估影响建筑钢材

产量 0.3 万吨/天，预计持续至 9 月底。板材产线优先确保品种钢供应，普板生产计划全部

取消，预计持续至 10月上旬，后续排产计划将随时调整。 

◎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9 月份至 10 月份后，随着南方天气转凉，空调制冷

等用电下降，煤炭市场供需紧张局势将趋于缓解。与此同时，伴随着能源结构调整，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持续增长。(央视新闻) 

◎ 国家能源局：中国将加快部署新型储能、氢能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我国能

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建成了多轮驱动的能源稳定供应体系，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始

终保持在 80%以上。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Mysteel数据来看，上周澳洲巴西铁矿发运总量 2457万吨，环比增加 174万吨。澳洲

发运量 1768万吨，环比减少 152万吨；其中澳洲发往中国的量 1493万吨，环比增加 202万

吨；巴西发运量 689万吨，环比增加 22万吨。不过整体发运水平保持高位运行，进口矿供

应依旧宽松。需求端，8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日产 205.27万吨，环比下降 3.99%；

生铁日产 181.81万吨，环比下降 2.85%；钢材日产 209.30万吨，环比增长 1.54%。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3655.html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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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上来看，PB-1.5/PB 粉与纽曼粉溢价弱稳后继续下跌，其中 PB粉周环比跌 1美元/

干吨至-1.5美元/干吨，纽曼粉周环比跌 0.9美元/干吨至-1.5美元/干吨。目前需求仍在主

导铁矿市场，关注钢厂检后复产时间与钢厂的低库存状态带来的阶段性反弹。 

总体上看铁矿价格大幅下跌后，已经非常接近非主流矿发货大增的起点价格 650-740元

/吨，预计这一区间支撑力度较强，铁矿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因此铁矿预计维持震荡走

势。 

图 1： 铁矿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2： 澳矿发运量 图 3： 巴西矿发运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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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低品铁矿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据 Mysteel数据，上周全国螺纹钢表观需求环比-14.9至 324.8万吨，需求明显下滑。

供给端，上周全国高炉铁水产量保持平稳。日均铁水产量-4.5至 218.4万吨。据 Mysteel

数据，五大品种钢材周产量环比-60.9至 917.4万吨；其中螺纹产量-36.2 至 271万吨。五

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周环比-64.6至 1920.9万吨，其中螺纹社会库存环比-53.9至 982.5万

吨。 

图 5：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图 6： 铁矿港口疏港量  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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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周的供需数据上来看，虽然近期螺纹供需皆有所下滑，但螺纹持续在走去库进

程。今年的传统消费旺季，对于螺纹钢需求的拉动依旧可期，叠加 9月钢厂限产区域进一步

扩大，供需缺口或将持续。从下游贸交投来看，成交量持续回升，市场态度转暖，我们预计

螺纹钢或将保持震荡偏强格局。关注国庆节前的常规备库以及 10月份的需求释放情况。 

 

图 7：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8： 螺纹基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57 号 
  策略研报<黑色>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页码：6/10 

图 9： 高炉开工率 图 10： 粗钢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本周，Mysteel调研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62.92%，环比上周下降 1.95%，同比去年下

降 19.14%；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2.060%，环比下降 1.68%，同比下降 11.63%；钢厂盈利率

87.88%，环比下降 0.43%，同比下降 3.46%；日均铁水产量 218.43万吨，环比下降 4.48万

吨，同比下降 30.95万吨。 

 

图 11：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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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高炉炼钢利润 图 13： 电炉炼钢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四、焦炭走势与分析 

截止 9 月 24 日，Mysteel 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剔除淘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80.39%，较

上月同期下降 0.4%。9 月上旬焦企开工稳中略有下降，山西整体限产力度减弱，但是山东地

区部分焦企开始限产，且限产情况仍在加严。从周度的焦化厂开工率来看，由于焦煤现货价

格上涨放缓，而焦炭现货累计上涨 400 元/吨，焦化企业利润有所改善，Mysteel 统计的 30

家独立焦化企业利润为 441 元/吨，较上周增加 163 元/吨。 

 

 

图 14：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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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口库存来看，截至 9 月 24 日，天津港焦炭库存为 16 万吨、连云港 2 万吨、日照港

42 万吨、青岛港 92 万吨，四港总库存量为 152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13 万吨。9 月焦炭港口

库存继续下滑，由于焦炭价格连续提涨，贸易商采购需求减少。 

钢厂库存来看，截止 9 月 24 日，钢厂焦炭库存为 421.54 万吨，较上周增加 3.11 万

吨。近期由于焦炭价格高位回落，下游交投氛围转冷，钢厂维持按需采购。 

 

 

 

图 15： 焦炭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6：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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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当前焦炭依旧处于 6 月底以来的去库的阶段，上游焦煤供应持续偏紧，煤矿

生产仍受环保及安全检查影响，增量释放有限，成本支撑增强。现货端，短期价格有所回调

但是下游处于传统消费旺季，从铁水产量下滑幅度来看，钢厂限产程度预计不大，在需求没

有明显下滑的背景下，焦炭的强势或将延续。 

 

 

 

联系我们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7：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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