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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盘面：国内外经济不景气，美联储超预期加息渲染了悲观的氛围，弱现

实逐步凸显，成材主导的黑色系高位跳水。 

铁矿：本周铁矿主力高位跳水，周度 5 连阴，主力合约回到了 5 月

中旬的低位。基本面来看，近期港口库存持续下降给到了矿价支撑，市

场挺价意愿较强。但是目前整个黑色系核心在于成材，在海外国内经济

不景气的背景下，市场对于终端需求依旧较为悲观，铁矿大概率跟随成

材震荡下行。 

 

螺纹：本周螺纹高位跳水。由于美国 5 月通胀数据强化了市场对美

联储继续激进加息的预期，美元走高利空大宗商品价格。基本面上看，

目前下游终端需求依旧疲弱，螺纹库存逆季节性累库对于价格形成拖

累，市场暂时情绪悲观，预计螺纹维持偏弱震荡格局。 

 

焦炭：本周焦炭主力跟随黑色下跌。焦炭第二轮价格调整已经落

地，累计涨幅 300/吨。焦企开工稳定，场内焦炭库存低位。由于目前铁

水产量持续回升，焦炭日耗依旧可观，叠加焦企产量下滑，焦炭价格支

撑较强。注意到本周盘面大跌的同时现货端却有小幅提价，下游挺价意

愿较强。预计短期焦炭跟随黑色系偏弱运行，中期会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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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资讯 

◎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指出，2025年和 2030年，全国

短流程炼钢占比分别提升至 15%、20%以上。2025年再生铝产量达到 1150万吨，2030年电

解铝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至 30%以上。 

◎ 国家统计局：2022年 5 月份，中国钢筋产量为 2186.7万吨，同比下降 12.3%；1-5月累

计产量为 9742.6万吨，同比下降 12.9%。 

◎ 国家统计局：2022年 5 月份，中国原煤产量为 36783.3万吨，同比增长 10.3%；1-5月

累计产量 181440.9万吨，同比增长 10.4%。 

◎ 国家统计局：5月中国四大家电产量同比两增两降，其中空调产量 2182.9 万台，同比增

长 0.1%；1-5月累计产量 9933.5万台，同比下降 0.8%。 

 

二、铁矿走势与分析 

数据来看，6月 15日路透澳洲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增 9.82%，月环增 22%。本

周澳洲地区发运量触底反弹后保持高位。透巴西矿 7日移动平均发货量周环比持平，月环比

增 8.46%。巴西 6月份整体发运年同比季节性偏低位置，主要受降雨影响。我国铁矿 7日移

动平均到港量周环比增 29.81%，月环增 12.74%；其中澳矿到港量周环比增 22.48%，月环比

增 9.01%；巴西矿到港量 周环比增 41.21%，月环比增 10.55%。 

需求端，钢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83%，环比上周下降 0.28%，同比去年下降

3.57%； 日均铁水产量 243.29 万吨，环比增加 0.03 万吨，同比下降 1.72 万吨。目前主流

地区复工复产，预计铁水日产将维持 240万吨水平。 

库存上，钢联 45港库存数据 1.27亿吨，周环比降 180万吨，月环比降 893万吨。依旧

保持去库趋势。 

本周铁矿主力高位跳水，周度 5连阴，主力合约回到了 5月中旬的低位。基本面来看，

近期港口库存持续下降给到了矿价支撑，市场挺价意愿较强。但是目前整个黑色系核心在于

成材，在海外国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市场对于终端需求依旧较为悲观，铁矿大概率跟随

成材震荡下行。 

 

https://l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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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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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纹走势与分析 

数据上看，6月 17日，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83%，环比上周下降

0.28%，同比去年下降 3.57%；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90.15%，环比增加 0.01%，同比下降

1.47%。85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60.76%，环比下降 2.36%，同比下降 21.35%。

全国 139家建材生产企业中螺纹钢周度产量为 305.34 万吨，较上周减少 0.26 万吨，较去年

同期减少 74.66万吨。 

从表需数据来看，本周表需 282.2万吨，环比减少 7.3万吨，建材日成交高频数据也显

示需求端的疲弱。近期主要受到新一轮降雨来袭的影响，6月份的需求还有待观察。 

库存看，本周全国 139 家建材生产企业中螺纹钢厂内库存量为 340.06 万吨，较上周增

加 7.2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9.65万吨。近期社会库存和厂库在雨季以及疫情影响下，出

现反季节性的累库，对于螺纹价格形成拖累。 

总体上看，本周螺纹高位跳水。由于美国 5月通胀数据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继续激进加

息的预期，美元走高利空大宗商品价格。基本面上看，目前下游终端需求依旧疲弱，螺纹库

存逆季节性累库对于价格形成拖累，市场暂时情绪悲观，预计螺纹维持偏弱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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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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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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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流程产量 短流程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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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6月 17日，Mysteel统计独立焦企全样本：产能利用率为 81.4%，较上

周上升 1.3%。全国 230家样本独立焦 化厂的焦炭库存 43.5万吨，较上周减 3.7万吨；

Mysteel 统计全国 247 家样本钢厂的焦炭库存 635.85 万吨，较上周减 24.9 万吨。焦钢厂

焦炭总库存 679.35万吨，较上周减 28.6万吨。由于目前铁水产量持续回升，焦炭日耗依旧

可观。 

整体上看，本周焦炭主力跟随黑色下跌。焦炭第二轮价格调整已经落地，累计涨幅

300/吨。焦企开工稳定，场内焦炭库存低位。由于目前铁水产量持续回升，焦炭日耗依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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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叠加焦企产量下滑，焦炭价格支撑较强。注意到本周盘面大跌的同时现货端却有小幅提

价，下游挺价意愿较强。预计短期焦炭跟随黑色系偏弱运行，中期会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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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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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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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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