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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逆势反弹，成材持续累库 

<黑色>2022.4.10 

一、行业资讯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2年 3月下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216.01 万吨，环比增长 5.41%；钢材库存量 1661.99 万吨，比上一旬

减少 50.49万吨，下降 2.95%。 

◎黑龙江计划以钢铁、建材、石化化工等行业为重点，推进节能改造

和污染物深度治理，到 2025 年，完成 930万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

造。 

◎山东发布《“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将促进工艺流程结构

转型和清洁能源替代，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工艺，提升废钢资源回收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

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邮编：200030 

电话：021-54071958 

信箱：dlqhyfb@126.com 

 

姓名：李迅 

投资咨询证号：Z0000029 

电话：021-24016033 

邮箱：Lexic2004@163.com 

 

 

主要内容： 

盘面：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铁水产量却有所反弹给到了原料端很强的支撑，

不过需求端在疫情持续的当下依旧难有起色，强预期能否兑现的怀疑给到成

材较强的压力。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有所回落，周五收盘主力重新回到 900 下方。基本面

来看，目前钢企复产意愿较强，虽然有疫情影响，但从铁水产量反弹上看，疫

情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我们对于铁矿需求依旧维持较好预期。预计短期铁矿仍

将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高位回落。清明节前，市场一直交易强预期，但是受

疫情影响，我们看到需求端依旧难有起色，尤其是近期螺纹钢库存的累积给到

了市场对于强预期能否兑现的怀疑。叠加上本周原料端也有所下滑，成本支撑

减弱，螺纹或将持续回调。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在 4000 附近高位震荡。本周随着铁水产量的回升，

焦炭产量跟涨。疫情制约物流运输，焦企库存小幅累积，钢厂被动去库。相较

于原料端的铁矿，焦炭的成本支撑较强，焦煤价格易涨难跌，因此预计短期焦

炭依旧维持偏强格局。 

 

 

 

        

https://shandong.mysteel.com/
https://feiga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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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2025年年底前，沿海钢铁产能占比达到 70%以上，废钢在钢铁原料中占比达到

30%左右。 

◎乘联会数据显示，3月 28日-31日，乘用车零售 43.8万辆，同比下降 5%，环比上周增长

180%，较上月同期增长 51%。 

◎国家矿山安监局发布关于预防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引发矿山事故灾难的通知。雨季前必须

全面检查防排水设施并制定防排水措施，暴雨、洪水期间必须加强防排水设施巡查 管理和

地表水的疏干，严格控制地表水流入采场。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4月 6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7.27%，月环比增 

3.93%。澳洲铁矿石整体发运尚可。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35.76%，月环比降 

26.47%。巴西铁矿发运量冲高后回落。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2.86%，月环

增 9.93%；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13.22%，月环比增 10.53%；巴西矿到港量 周环比降

17.46%，月环比增 1.87%。 

需求端，本周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9.27%，环比上周增加 1.82%，同比去年下降

4.59%；日均铁水产量 229.32 万吨，环比增加 3.21 万吨，同比下降 3.12 万 吨。247钢厂

进口矿日均消耗量 281.7 万吨，周环比增 2.93万吨，月环比增 16.97万吨。本周铁水产量

出现反弹，钢厂铁矿日耗也有所回升显示出疫情对于铁水这块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 

本周 45港库存降 163 万吨至 1.52亿吨，月环比降库 488万吨，年同比增 2127万吨。

其中澳洲矿降 29万吨，巴西矿降 99万吨。目前去库速度虽有所放缓，但从钢厂库存的下降

幅度看，后期库存降幅会更快。 

价差上，本周 PB粉-超特粉价差震荡收缩。参考数据来看，卡粉周环比涨 20元，月环 

比涨 7元；PB粉周环比涨 13元，月环比跌 5元；超特周环比跌 13元，月环比涨 40元。 

 

盘面上，本周铁矿主力有所回落，周五收盘主力重新回到 900下方。基本面来看，目前

钢企复产意愿较强，虽然有疫情影响，但从铁水产量反弹上看，疫情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我

们对于铁矿需求依旧维持较好预期。预计短期铁矿仍将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https://fei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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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Mysteel 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9.27%，环比上周增加 1.82%，同

比去年下降 4.59%；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4.95%，环比增加 1.19%，同比下降 2.25%；钢厂

盈利率 76.19%，环比增加 1.30%，同比下降 14.29%；日均铁水产量 229.32 万吨，环比增加

3.21 万吨，同比下降 3.12 万吨。。 

Mysteel周度数据显示，本周五大品种钢材总产量增 24.97万吨至 987.55 万吨，其中

螺纹总产量共增加 6.39万吨至 309.76万吨。库存上，本周螺纹社会总库存增加 14万吨至

1287 万吨，受疫情及资金紧张影响，需求依旧疲软，整体降库速度慢于往年，施压钢价。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主力高位回落。清明节前，市场一直交易强预期，但是受疫情影

响，我们看到需求端依旧难有起色，尤其是近期螺纹钢库存的累积给到了市场对于强预期能

否兑现的怀疑。叠加上本周原料端也有所下滑，成本支撑减弱，螺纹或将持续回调。 

图 7： 螺纹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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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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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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螺纹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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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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el 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全样本焦化厂产能利用率 77.6%，焦化厂日

均产量 66.2万吨，周增 0.4万吨，247家钢厂日均焦炭产量 47万吨。近日山西疫情反复，

省内管控加严，汽运受阻，部分焦企面临焦煤采购困难，短期内或限制焦企提产。库存上，

焦炭总库存 1063.3万吨，周降 2.3万吨，全样本焦化厂库存 114.2万吨，周增 4.2万吨，

总库存环比持稳，同比降 14%。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在 4000 附近高位震荡。本周随着铁水产量的回升，焦炭产量

跟涨。疫情制约物流运输，焦企库存小幅累积，钢厂被动去库。相较于原料端的铁矿，焦炭

的成本支撑较强，焦煤价格易涨难跌，因此预计短期焦炭依旧维持偏强格局。 

 

图 13： 焦炭主力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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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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焦炭钢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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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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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