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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国内氧化铝价格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暴

涨，月末价格上涨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国

外氧化铝市场继续延续供应偏紧局面，价格跟随国内涨势

大幅上升；由于需求下降，国内氧化铝市场由紧平衡向过

剩转变。 

 

 

 

 

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大幅上涨 

2017 年 9 月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直线式上涨，月末分地区

价格为河南 3580-368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770元/

吨；山西 3580-368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790 元/吨；

山东 3580-368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755 元/吨；广

西 3450-355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645 元/吨；贵州

3480-352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640 元/吨；内蒙地

区参考价格 3600-3700 元/吨。安泰科 9 月氧化铝现货均

价为 3258 元/吨，环比上涨 25.6%，同比上涨 65.4%。 

9 月，中国氧化铝价格继续 8 月下旬的飞涨模式，单月上

涨幅度高达 740 元/吨，9 月底国内价格已经达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氧化铝价格高涨首先是受铝土

矿供应紧张的推动。受环保督察的影响，山西和河南地区

部分铝土矿出现停产，矿石产量大福减少。尤其河南地区

铝土矿供应紧张，部分企业高价采购贵州等地铝土矿，铝

土矿价格大幅上涨。对矿石短缺的预期也推升了氧化铝价

格。随着氧化铝价格上涨预期的出现，下游电解铝企业以

及大量贸易商入市采购，但氧化铝供应略短缺的基本面导

致市场供应紧张，不断推高价格。 

国外氧化铝价格快速跟涨 

9 月国外氧化铝价格跟随国内涨势而大幅上升。月末澳大

利亚离岸价格为 440 美元/吨，较月初上涨 94.5 美元/吨。

面对原铝运行产能高涨的局面，国外氧化铝强劲的需求以

及对供应的担忧使得价格接连上涨。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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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进口量环比持平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 8 月中国共进口氧

化铝 28.7 万吨，同比增加 123.1%，环比基本持平。中

国氧化铝进口量在 6 月份时创历史新低，近两月基本回

归正常水平。8 月氧化铝进口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其中，自澳大利亚进口 14.6

万吨，同比增加 51.8%，环比增加 15.0%，占 8 月进口总

量的 50.9%；自越南进口 8.1 万吨，环比增加 21.2%，占

进口总量的 28.3%；自印度尼西亚进口 5.2 万吨，同比

增加 86.7%，较上月进口量下降 0.1 万吨，占进口总量

的 18.3%。 

8 月中国共出口氧化铝 0.7 万吨，主要出口国为韩国、

日本和美国等国家。8 月中国氧化铝净进口 28.0 万吨。 

铝土矿进口量维持高位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 8 月份中国进口铝土矿量维

持在 600 万吨以上的高位水平，达到 652.9 万吨，同比

增加 46.5%，环比增加 6.3%。2017 年前 8 个月，中国共

进口铝土矿 4473.8 万吨，同比增加 33.6%。 

分国别数据显示，8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主要集中在几

内亚、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 10 个国家。其中，自澳大

利亚进口铝土矿 230.8 万吨，同比增加 3.1%，环比增加

17.2%，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32.1%；自几内亚进口铝土矿

278.5 万吨，同比增加 177.6%，环比增加 2.3%，占当月

进口总量的 42.7%，几内亚铝土矿年出矿能力已经增加

至 3000 万吨以上；自马来西亚进口铝土矿 55.0 万吨，

同比增加 8.4%，环比减少 15.6%，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8.4%；此外，8 月中国还自印度尼西亚进口铝土矿 9.8

万吨，较上月的 5 万吨有所增加。8 月份，中国铝土矿

进口国还包括巴西、印度、加纳、所罗门群岛、黑山共

和国和圭亚那，进口量总计为 87.7 万吨。 

铝土矿进口价格小幅上涨 

8 月份我国铝土矿进口均价继续小幅上涨，至 51.4 美元

/吨，同比上涨 4.8%，环比上涨 2.4%。自 5 月份开始，

我国铝土矿进口价格逐月上涨，8 月份价格较 5 月份上

涨 2.8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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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氧化铝供需平衡（万吨） 

  2016  2017 

  全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氧化铝产量 6016  581  601  597  580  

净进口量 292  7  28  28  20  

供应量 6308  588  629  625  600  

冶金级需求量 6269  605  620  607  565  

化工级需求量 205.0  17.3  17.8  17.8  17.3  

总需求量 6474  622  638  624  582  

平衡 -166  -34  -8  1  18  
 

2017 年中国计划新增氧化铝产能万吨/年 

省份 企业名称 2017 年 

山东 山东魏桥铝电公司 200 

河南 中铝河南分公司 100 

山西 

中铝兴华科技二期 55 

山西东方希望晋中二期 100 

山西柳林森泽 60 

山西信发化工氧化铝 100 

内蒙古 

云南        

内蒙古鑫旺资源有限公司 

云南文山二期 

50 

   60 

产能增加总计 725 
 

 

 
新增产能进入调试阶段 

本月无新投氧化铝产能。中铝河南分公司氧化铝升级改造

项目 100 万吨/年产能带料试车完全达产；中铝山西兴华

科技铝业公司 55 万吨/年产经调试后达产，该厂总产能达

到 90 万吨/年；云南文山铝业二期 60 万吨处于试车阶段，

预计将于 10 月底达产，总产能将达到 160 万吨/年。 

氧化铝企业减复产：山东无棣齐星 50 万吨/年氧化铝产能

仍未恢复生产。 

国内氧化铝市场由平衡向过剩转变 

据安泰科统计 9 月底全国氧化铝建成产能为 7920 万吨/

年，运行产能 7057 万吨/年，开工率 89.1%。9 月中国氧

化铝产量为 580 万吨，日均产量 19.3 万吨，与上月基本

持平。 

安泰科统计，2017 年 9 月，中国原铝产量为 294.1 万吨，

以此计算所需氧化铝量为 565 万吨，综合进口氧化铝平衡

后，9 月份国内氧化铝过剩 18 万吨。随着需求的实质性下

降，国内氧化铝供需由平衡转变为过剩。 

 

氧化铝价格将继续上行 

从宏观方面来看，随着十九大以及供暖季的到来，春节之

前环保政策的影响将是持续不断的，原材料铝土矿供应的

紧张将对氧化铝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氧化铝限产 30%的

预期也将对氧化铝价格形成支撑。尽管从基本面看，需求

会有所下降，但短期内氧化铝价格将维持高位。安泰科预

计 10 月氧化铝价格仍将上行，但上涨速度要弱于上月。

10 月国内氧化铝价格运行区间为 3550-3800 元/吨。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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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国内外铝价均有所下滑，国内铝价下降幅度

更为明显。外盘期铝价格在月初震荡下调后，随后呈区间

震荡格局，区间重心小幅下移，运行区间 2071~2199 美元

/吨；国内铝价在经历一轮价格大幅上涨之后有所回调，

呈区间波动态势，运行区间为 15785~17250 元/吨。 

 

 

美元逐渐走强，国际铝价震荡下滑 

9 月，美元指数先抑后扬，整体震荡上扬，区间重心小幅

上移，对铝价形成一定压制；并且，宏观方面朝鲜局势紧

张等地缘政治风险，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铝价承压下行。

本月国际铝价最低降至 2071 美元/吨，随后受国内电解铝

企业提前减产的消息影响，出现大幅反弹，最高涨至 2199

美元/吨，创近 5 年来新高；随后再次震荡下调，最终收

于 2106 美元/吨，环比下跌 22 美元/吨，下降 1.03%。 

政策预期逐步消化，国内铝价震荡回调 

此前，在“清理整顿电解铝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及“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治理”政策颁布及实施后，

随着各地电解铝企业违规产能关停及关停计划消息的公

布，铝价接连大幅上涨，截至 9 月底，国内铝价最高涨至

17250 元/吨，创 2012 年来新高。但是，铝价长期高位运

行，下游消费企业采购意愿有所降低，库存量持续攀升，

供应压力不断增加，在政策消息面阶段性走弱的情况下，

国内铝价出现回调，月初国内铝价最低降至 15785 元/吨；

随后，在宏观消息面回暖及部分铝企业表示提前开始实施

冬季限产，国内铝价大幅反弹，最高反弹至 17250 元/吨；

最终收于 16345 元/吨，环比下降 120 元/吨，下降 0.73%。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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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铝价走势偏弱，沪伦比值震荡下滑 

9 月，美元逐渐走强，国内供给侧改革等相关政策预期

基本消耗殆尽，国内外铝价均出现回调。相比国外，国

内铝价回调幅度更大，期货市场资金出现逐步退出的迹

象。国内铝价走势弱于国外，沪伦比值有所下降，最低

降至 7.59，本月均值升至 7.76，环比下降 0.4%。 

原铝净进口环比大幅增长 

8 月，受政策预期及成本上涨推动，国内铝价大幅上涨。

受此影响，8 月原铝净进口量大幅上涨。据海关统计数

据显示，2017 年 8 月原铝进口 0.8 万吨，环比小幅增长

1.3%，同比下降 23.0%，今年 1-8 月累计进口 8.5 万吨，

同比增长 34.1%；8 月，原铝出口 0.02 万吨，环比大幅

下降 95.9%，同比大幅下降 75.0%，今年 1-8 月累计出口

1.1 万吨，同比大幅下滑 33.9%；8 月，原铝净进口量为

0.75 万吨，环比大幅增长 1.7 倍。 

8 月，铝合金进口环比下降，出口环比小幅回升。当月，

进口铝合金 0.6 万吨，环比下降 5.0%，同比增长 53.2%，

今年 1-8 月累计进口铝合金 4.1 万吨，同比增长 8.8%；

8 月中国出口铝合金 5.0 万吨，环比增长 4.8%，同比增

长 13.9%，今年 1-8 月累计出口铝合金 36.3 万吨，同比

增长 11.2%。 

铝材出口环比继续下降 

2017 年 8 月我国铝材出口环比继续下降。据海关数据统

计显示，8 月，铝材出口 35.6 万吨，环比小幅下降 7.6%，

同比小幅下降 3.3%；今年 1-8 月累计出口 286.7 万吨，

同比小幅增长 5.1%。8 月，从国外进口铝材 3.4 万吨，

环比增长8.7%，同比 下降2.4%；1-8月累计进口铝材25.7

万吨，同比小幅增长 2.7%。近段时间，沪伦比值震荡上

扬，运行重心上移，铝材出口利润收缩，出口量持续下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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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E铝库存持续下降，沪铝库存延续上涨 

国外市场供应持续偏紧，LME 铝锭库存持续下滑，截至 9

月底库存下滑至 126.9 万吨，环比下降 4.1%。注销仓单比

例止跌回升，9 月注销仓单比例的平均值为 16.0%，比上

月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受铝价长期高位运行影响，下游

采购意愿下降，库存继续攀升。截至月末上期所铝锭库存

达 56.3 万吨，环比上涨 11.7%。 

铝下游主要领域消费平稳向好 

国内电解铝下游主要消费领域持续向好发展，房地产、家

电、汽车以及电网投资等主要消费终端表现良好。根据国

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 1-8 月，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 69493.88 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 2.4 个百分点。今年 1-8 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

屋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3.1%，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7.6%，增速较上月小

幅下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6 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

持续增长，同比增加 3.4%，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5.7 个

百分点。 

今年 1-8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2503 小

时，同比减少 3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2304

小时，减少 152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2793 小

时，增加 67 小时。今年 1-8 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额 3250 亿元，同比增长 7.9%。 

2017 年 8 月，中国汽车产量环比小幅增长，对铝在交通领

域的消费需求形成一定支撑。根据中汽协统计，8 月中国

汽车生产 209.26 万辆，环比增长 1.61%，同比 增长 4.84%。

其中：乘用车生产 178.96万辆，环比增长 1.76%，同比增

长 3.55%。商用车生产 30.30 万辆，环比增长 0.76%，同

比增长 13.19%。今年 1-8 月份汽车累计产量达 1767.83

万辆，同比增长 4.67%。其中：乘用车累计生产 1503.08

万辆，同比增长 3.06%；商用车累计生产 264.74 万辆，同

比增长 14.84%。 

家电领域，2017 年 1-8 月，中国主要家电产品产量数据表

现持续向好。据统计，今年 1-8 月，中国空调产量同比累

计增长 18.7%，家用洗衣机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3.2%，家用

电冰箱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11.6%。 

铝下游主要领域消费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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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解铝金属平衡表（万吨） 

时间 产量 
净进 

口量 
消费量 

供需 

平衡 

2016 3268 12.2 3292 -11.8 

2017.6 314.8 0.7 311.6 4.0 

2017.7 322.9 0.3 312.2 11.0 

2017.8 315.9 0.8 294.7 22.0 

2017.9 f 294.1 0.0 279.6 14.5 
 

 

 
 

 供应大幅缩减，过剩明显收窄 
随着供给侧改革实施的不断深入，违规产能停产规模不

断增加，加上部分地区铝企业提前开始冬季限产，行业

总运行产能持续下降，9 月国内电解铝产量估计为 294.1

万吨，环比下降 6.9%；然而下游消费在铝价长期高位运

行的影响下出现一定疲软，估计国内 9 月铝消费量为

279.6 万吨，当月供应过剩量为 14.5 万吨，环比下降

34.1%。 

 

 

政策降温，资金流出，铝价下行 
今年 4 月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

联合发布《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目前已接近尾声，对铝价运行态势的影响也

大幅下降。受此影响，国内铝期货市场资金出现大量流

出的迹象，对铝价运行形成一定压力。 

另外，焦作万方等企业于 9 月已经开始提前实施冬季减

产，未来随着各地减产实施细则不断推出，或将再度推

动铝价上涨。 

 

 

国内铝期货市场资金大量流出 
2017 年 9 月，供给侧改革不断取得成果，未来市场供应

大幅下滑预期强烈，市场看多趋于一致，大量资金涌入

铝期货市场，尤其是国内铝期货市场。9 月，LME 铝市场

资金净流入量为 521 万美元，资金流入量环比大幅缩减；

沪铝市场资金净流出量达 42.5 亿元，与上月资金大量流

入形成鲜明对比。 

 

 

未来，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美元或将继续反弹，10 月

LME 铝价或将延续高位震荡态势，运行区间将为

1950-2200 美元/吨；未来，违法违规产能去除工作的进

一步实施及各地冬季限产实施细则的颁布，或将对铝价

形成一定支撑，同时供应压力仍存，国内市场铝价或将

呈高位震荡态势，预计区间为 15500-17500 元/吨。 

 

金融 
 

政策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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