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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先行走弱，弱现实逐步凸显 

<黑色>2022.4.24 

一、行业资讯 

 ◎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2 年 4月中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223.56 万吨，环比增长 0.52%；钢材库存量 1966.72 万吨（为今年以

来新高），比上一旬增加 117.91 万吨，增长 6.38%。 

◎ 世界钢铁协会：2022年 3月全球 64个纳入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国家

的粗钢产量为 1.61亿吨，同比下降 5.8%。其中中国 3月的粗钢产量

为 8830万吨，同比降 6.4%；印度产量为 1090万吨，同比增 4.4%；

日本产量为 800万吨，同比降 4.3%。 

◎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轮第六批 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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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本周黑色系普跌，原料端跌幅靠前。强预期与弱现实的矛盾逐步激

化，市场交易逻辑发生转变，建议观望为主。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有所回落，周五夜盘主力合约下跌 6 个点，击破 850

关口。基本面来看，本周铁水产量没有较大变化，疫情对于铁水产量的影响正

在逐步减弱，我们对于铁矿需求依旧维持较好预期。不过终端需求依旧疲软给

到了市场很大的不确定性，前期强预期的交易逻辑逐渐转变，建议观望为主。 

 

螺纹：本周螺纹主力持续走弱。4 月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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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端河北地区解封，钢厂逐步复产，整体

供应环境逐步宽松。本周我们注意到螺纹成本支撑较弱，强预期逻辑可能转

变，建议观望为主。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先行走弱。随着焦炭产能的快速恢复，焦炭供应逐步

宽松。同时蒙古国官方消息称，中蒙边境第二大煤炭进出口口岸——希伯呼伦

（策克）口岸将于 4 月 25 日恢复煤炭运输。这一消息也是给到了焦煤盘面较

大压力。在多重利空下建议观望为主。 

 

 

 

        

https://coal.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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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于 2022年 3月 23日至 25日陆续进驻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五个省（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截至目前，各督察组已完成下沉工作任务。 

◎ 欧洲买家正在从全球各地加快购买煤炭。欧洲各国 3月从美国进口了 80.9万吨煤炭，

从哥伦比亚进口了总量为 130万吨的煤炭，从南非进口了 28.7万吨煤炭。总进口量同比增

长 40.5%。与此同时，日本近期也在疯狂抢煤。数据显示：3月份，日本煤炭进口总量为

1671.1 万吨，同比增长 15%。全球第二大煤炭消费国——印度，无视美国警告，趁机抢购俄

罗斯煤炭，印度 3月份超过 66%的煤炭进口量来自俄罗斯，印度计划将俄罗斯焦煤的进口量

再增加一倍。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年 4月 20 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降 5.64%，月环比降 

7.2%。澳洲整体发运本周小幅下滑，主要由于力拓发运出现明显走弱。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

发货量周环比降 9.23%，月环比降 13.22%。巴西铁矿发运 4月份依旧疲软，整体发运仍旧

受到降雨的影响。透我国铁矿 7日移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31.75%，月环增 33.77%；其中

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26.25%，月环比增 45.25%；巴西矿到港量 周环比增 39.32%，月环比

增 13.38%。 

需求端，本周 Mysteel 调研布 247家高炉开工率 79.80%，环比上周下降 0.31%，同比去

年下降 5.7%；日均铁水产量 232.97万吨，环比下降 0.33万吨，同比下降 4.26万吨。 247

钢厂进口矿日均消耗量 286.35万吨，周环比降 0.61 万吨，月环比增 2.52 万吨。本周铁水

产量小幅回落，需要关注铁水产量的持续变化。 

本周 Mysteel 统计 45 港库存降 147万吨至 1.47 亿吨，月环比降库 793 万吨，年同比

增 1405万吨。 

本周铁矿主力有所回落，周五夜盘主力合约下跌 6个点，击破 850关口。基本面来看，

本周铁水产量没有较大变化，疫情对于铁水产量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我们对于铁矿需求依

旧维持较好预期。不过终端需求依旧疲软给到了市场很大的不确定性，前期强预期的交易逻

辑逐渐转变，建议观望为主。 

 

https://hebei.mysteel.com/
https://jiangsu.mysteel.com/
https://lasa.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
https://coal.mysteel.com/article/p-51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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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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环比上周下降 0.31%，

同比去年下降 5.70%；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6.35%，环比下降 0.07%，同比下降 2.46%；钢

厂盈利率 74.89%，环比持平，同比下降 15.15%；日均铁水产量 232.97万吨，环比下降

0.33 万吨，同比下降 4.26 万吨。 

受疫情影响终端需求难以大幅放量，全国疫情反复再次冲击了施工端，部分建筑工地停

工，也加重了市场对螺纹需求的担忧。4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管控升级，物流运输明显

受阻，钢厂因原料吃紧被迫减产，目前钢材产量仍处于往年同期偏低水平。 

库存看，本周五大品种库存环比下滑 0.78万吨。其中螺纹钢总库存环比下滑 22.13万

吨，社会库存环比上周下滑 17.05万吨，厂库下滑 5.08万吨。螺纹全国总库存明显低于近

两年均值，但社会库存和厂库在疫情影响下，出现反季节性的降库缓慢。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主力持续走弱。4月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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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端河北地区解封，钢厂逐步复产，整体供应环境逐步宽松。本周我们注意到

螺纹成本支撑较弱，强预期逻辑可能转变，建议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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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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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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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家钢厂焦企剔除淘汰产能利用率 87.76%，周环比减 0.3%;日均产量

46.86 万吨，增 0.1万吨。港口焦炭库存 253.3吨，周环比降 1.2万吨;全样本独立焦企焦

炭库存 136.7吨，周环比减 8.6万吨。247家钢厂焦炭库存 638.1万吨，周环比减 13.7万

吨;平均可用天数为 11.62 天，周环比减 0.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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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先行走弱。随着焦炭产能的快速恢复，焦炭供应逐步宽松。同

时蒙古国官方消息称，中蒙边境第二大煤炭进出口口岸——希伯呼伦（策克）口岸将于 4 月

25 日恢复煤炭运输。这一消息也是给到了焦煤盘面较大压力。在多重利空下建议观望为

主。 

 

 

 

图 13： 焦炭主力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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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al.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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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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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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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告并不能完全

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

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

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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