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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持续回升，黑色持续偏强 

<黑色>2022.3.27 

一、行业资讯 

◎ 3月 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

能源体系规划》。目标到 2025 年，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46

亿吨标准煤以上，原油年产量回升并稳定在 2亿吨水平，天然气年产

量达到 2300亿立方米以上。 

◎ 受疫情影响，截至 3月 24日，19座高炉已经焖炉停产，减缓了

采暖季复产的进程，期间预计影响日均铁水产量约 7万吨。 

◎ 广东发布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的通

知，密切监测大宗原材料市场供需和价格变化，落实好铁矿石、化肥

等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措施，进一步强化大宗商品期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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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铁水产量的回升给到了原料端很好的上涨动力，此轮疫情对于运输环

节影响较大，导致库存结构出现失衡。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震荡上行，逼近月初高点。大环境来看，地缘冲突持

续对于基础资源价格有较强支撑，本周原油价格的持续上行对于一众基础资源

价格形成提振，外盘矿石价格对于内盘有较好的指导。基本面来看，目前钢企

复产意愿较强，铁水日产重回 230 万吨上方，铁矿需求依旧保持乐观，虽然由

于疫情影响港口库存有所累积，不过钢企复产对于铁矿刚需较强，后期或有集

中采购，短期在宏观以及基本面的支撑下，铁矿将会出现震荡偏强的格局。 

 

螺纹：本周钢厂复产意愿较强，铁水产量回升迅速，但是由于受到本轮疫

情的影响，运输环节影响较大，厂库出现明显累积。短期在原料端上涨的推动

下螺纹依旧有跟涨的动力，不过中期需要密切关注成材需求。 

 

焦炭：本周铁水产量的回升给到了焦炭很好的上涨动力。焦炭市场的刚性

需求回归，短期焦炭支撑犹在，原料短的焦煤目前依旧紧缺，叠加目前全球基

础资源价格涨势迅猛，我们预计短期焦炭还将维持偏强格局。 

 

 

 

        

https://guangdong.mysteel.com/
https://tks.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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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坚决遏制过度投机炒作。 

◎3月 23日，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召开全省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

要加强煤炭产储建设，确保煤炭供应能力；要加强发电能力建设，确保电力供应安全；要加

强煤炭价格管控，维护煤电市场稳定。 

◎ 中钢协：2022年 1-2 月，主要用钢行业走势分化，建筑业总体低位运行，制造业保持增

长。 

◎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要加强煤炭保供稳价、煤炭经济运行、煤炭价格机制、煤炭中长期

合同签订、煤炭市场体制机制变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运销协会要和会员单位一起共同研

究、破解这些难题，维护煤炭市场供需平衡，维护煤炭经济平稳运行，维护煤炭行业切实利

益，推动煤炭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 Mysteel统计本期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发运总量 为 2196.1 万吨，环比增加

128.6 万吨。我国铁矿 7 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1.29%。 

需求端，本周 247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 230.27 万吨，环比增加 9.57 万吨，同比下降

13.42%。本周铁水产量持续回升主要受到钢企集中复产所致。铁水日产有望维持 230万吨。 

Mysteel统计全国 45 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为 15517.93 万吨，环比增 20.63 万吨；日均疏

港量 264.21万吨降 8.23 万吨。分量方面，澳矿 7438.93万吨降 28.44万吨，巴西矿

5154.30 万吨增 46.73万吨。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震荡上行，逼近月初高点。大环境来看，地缘冲突持续对于基础

资源价格有较强支撑，本周原油价格的持续上行对于一众基础资源价格形成提振，外盘矿石

价格对于内盘有较好的指导。基本面来看，目前钢企复产意愿较强，铁水日产重回 230万吨

上方，铁矿需求依旧保持乐观，虽然由于疫情影响港口库存有所累积，不过钢企复产对于铁

矿刚需较强，后期或有集中采购，短期在宏观以及基本面的支撑下，铁矿将会出现震荡偏强

的格局。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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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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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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铁矿石港口库存  万吨 图 6： 铁矿港口疏港量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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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Mysteel 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5.43%，环比增加 3.55%，同

比下降 3.34%；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5.43%，环比增加 3.55%，同比下降 3.34%。85家独立

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73.64%，环比下降 0.75%，同比下降 8.15%。日均铁水产量

230.27 万吨，环比增加 9.57 万吨，同比下降 5.77 万吨。本周五大材产量为 971.57万吨，

较上周增加 16.77万吨，增幅由 2.1%下降至 1.8%。其中螺纹钢产量为 311.15 万吨，环比增

10.15 万吨。 

需求端，五大材本周消费相对企稳，共计 970.41 万吨，较上周小幅增加 8.33万吨。其

中，螺纹钢表需为 307.39 万吨（-0.99），需求依旧偏弱。 

库存方面，疫情扰动下，上游库存延续累增，中下游库存去库趋缓。五大材厂内库存增

加 16.14万吨至 637.24万吨，各品种钢材均呈现累库。不过社会库存减少 14.98万吨至

1708.26 万吨，各品种均呈现小幅去化。在目前产量延续回升、运输受阻的情况下，上下游

库存前高后低格局持续。 

总体上看，本周钢厂复产意愿较强，铁水产量回升迅速，但是由于受到本轮疫情的影

响，运输环节影响较大，厂库出现明显累积。短期在原料端上涨的推动下螺纹依旧有跟涨的

动力，不过中期需要密切关注成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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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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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高炉开工率，铁水产量  

 
数据来源：钢联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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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1： 高炉炼钢利润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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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上看，230家焦化厂剔除淘汰产能利用率 76.87% ，周环比增 2.25%；230家独立焦

化厂焦炭日均产量 56.14 万吨，周环比增 1.65万吨，继续回升。库存上，230家大样本焦

化厂焦炭库存 64.46万吨，周环比增 2.69万吨，微幅回升。由于疫情再次爆发导致物流受

阻，焦企发运受到一定影响，预计短期库存暂维持低位。 

整体上看，铁水产量的回升给到了焦炭很好的上涨动力。焦炭市场的刚性需求回归，短

期焦炭支撑犹在，原料短的焦煤目前依旧紧缺，叠加目前全球基础资源价格涨势迅猛，我们

预计短期焦炭还将维持偏强格局。 

图 13： 焦炭主力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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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4： 焦炭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图 15： 焦炭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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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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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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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