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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SHFE 期货价格走势 

 

沪伦比值 

 

国际锌市场溢价 

 

国内现货均价对沪锌主力合约升贴水 

 
 

 
 
 

2017 年 10 月国内外锌价先抑后扬，国内进入冬储季节，原

料供应紧张加剧，加工费持续回落，冶炼端检修高峰结束，精锌

供应逐步释放增量，而锌消费端受采暖季限产的影响将开始逐步

显现，库存增加的压力较大，预计 11 月份锌价将高位盘整。 

 

 

10 月内外盘锌价先抑后扬 

10 月初，中国国庆假期期间，LME 三月期锌价格短暂站上

3300 美元/吨，创 2007 年 8 月份以来的新高，内盘在节后第一个

交易日补涨，最高触及 26935 元/吨。月中，中国十九大会议期

间，环保限产影响下的国内消费持续走弱，内外盘价格均受到打

压，外盘最低触及 3040 美元/吨，内盘最低跌破 25000 元.吨关口，

不过在全球低库存局面的有力支撑下，锌价在 10 月下旬逐步企

稳回升。 

2017 年 10 月，LME 当月和三个月期锌均价分别为 3274 美

元/吨和 3211 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41.5%和 38.2%，环比分别

上涨 5.0%和 3.5%。2017 年 1-10 月，LME 当月和三个月期锌

均价分别为 2830 美元/吨和 2830 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42.5%

和 42.2%。 

2017 年 10 月，SHFE 主力和国内现货 0#锌均价分别 25878

元每吨和 26406 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40.8%和 43.1%，环比分别

上涨 2.3%和 2.2%。2017 年 1-10 月，SHFE 主力和国内现货 0#

锌均价分别 23243 元/吨和 23620 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48%和

50.8%。 

外强内弱，沪伦比值持续回落 

9 月份，中国进口需求增加，LME 库存持续回落，进入 10

月份，LME0-3 月升水持续扩大，挤仓情绪升温，外盘价格表现

较为强势，内盘由于受到消费转弱的抑制，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

窄，使得沪伦比值持续回落至 8.0 以下。 

国外现货溢价企稳，国内升水持续打压 

9 月份起，国内锌锭供应端开始释放增量，进口需求下降，

国外锌锭供应相对充裕，LME 库存下降速度放缓，国外现货溢

价企稳。 

而国内由于十九大限产的原因，华北地区消费受限，并且逐

步向全国范围蔓延，三地现货升水直线下滑，截至月末，三地现

货最低报价对主力合约均出现小幅贴水。 

摘要 
 

摘要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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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锌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1-8 

锌精矿 

产量 1320.8 1278.1 1208 1260 819.4 

需求量 1309.8 1343.5 1312.6 1304.1 866.2 

平衡 11.0 -65.4 -104.6 -44.1 -46.8 

精锌 

产量 1330.8 1365.1 1333.7 1325.0 894.1 

需求量 1358.4 1355.2 1370.2 1382.3 933.8 

平衡 -27.6 9.9 -36.5 -57.3 -39.7 
 

全球分地区锌锭供需平衡 

 

LME 库存分布 

 

LME 库存和注销仓单占比 

 

 
四季度起国外矿山环比增量显著 

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统计并经安泰科修正，2017 年 1-8 月

份全球锌精矿产量为 819.4 万吨，同比增加 22.4 万吨即 2.8%。

其中，中国之外地区产量累计增加了 39.4 万吨，中国的精矿产

量远低于预期。产量增长比较明显的国家包括印度、秘鲁、土

耳其和厄立特里亚，上述基本都是预期中会释放增量的地区。

而主产国中，除中国外，产量下降最多的是美国，其 1-8 月份

锌精矿同比减少了 12.2%，主要源自红狗矿的减产，其四季度

起产量将逐步恢复。根据对国外矿山建设及生产进度跟踪，预

计四季度起，国外矿山产量释放将加速，全年全球锌精矿产量

达到 1260 万吨。 

全球锌锭供应缺口持续扩大 

1-8 月份全球精锌产量同比基本持平。根据 ILZSG 统计数

据显示，2017 年 1-8 月份全球精锌产量为 894.1 万吨，同比增

加 0.1%。其中，产量增长最多的是印度，1-8 月份精锌产量同

比增加 55.5%。印度斯坦锌业自有 Rampura Agucha 矿山供应

恢复，其前三季度共生产精锌 65.9 万吨，同比增加 37.3%。除

印度外，主要生产国中产量增加的国家并不多。 

2017 年 1-8 月份全球精锌消费量为 933.8 万吨，同比增长

1.3%。其中，增长最为明显的是美国，美国方面经济持续向好，

制造业持续复苏，对锌消费拉动显著。此外，欧洲地区整体消

费稳中有增，其他地区基本也保持了平稳的低速增长。 

根据 ILZSG 统计并经安泰科修正，2017 年 1-8 月份，全

球精锌供应短缺量在 39.7 万吨，缺口呈逐月扩大的趋势。从二

季度开始，由全球性消费复苏以及中国精锌减产引起的全球性

的供应紧张进一步加剧，四季度国外进入消费旺季，需求量将

有所增加，缺口将继续扩大，预计 2017 年全球供应缺口将达

到约 57.3 万吨。 

国外库存降速放缓 

上游锌矿供应短缺逐渐向冶炼端传导，全球锌市场供应缺

口继续扩大，由于三季度是北美消费淡季，LME 库存的下降

主要由中国进口需求增加带动，9 月上旬 LME 库存一度降至

24 万附近的历史低位。低库存局面下，10 月份，LME0-3 月升

水一度挤至 91 美元/吨，升水持续拉大迫使部分隐性库存转为

显性，并且在此价差下，注销仓单也大量转为注册仓单进行交

割，仅 10 月 18 日一天，注销仓单就大幅减少了 6.3 万吨，LME

库存最高增至 27.1 万吨。随后在国外消费转暖的拉动下，库存

再度回落至 25 万吨附近。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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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锌精矿产量 

 

中国锌精矿进口量 

 

国内锌精矿加工费走势 

 

中国精锌产量 

 
 

国内原料供应紧张加剧 

国内精矿产量降幅扩大。据有色金属信息统计，2017 年 9

月份国内共生产锌精矿 33.8 万吨，同比下降 23.9%，环比减少

8%。1-9 月份国内锌精矿产量为 303.2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5.1%。安泰科根据累计同比增速对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

1-9 月锌精矿累计产量为 325.8 万吨。锌精矿主要产区中，除

湖南、广西等省份有少量增量外，其他包括内蒙古、云南、陕

西、甘肃、四川等在内的主要地区产量多数呈现下降趋势，十

九大前夕，内蒙地区矿山炸药采购审批严格，影响了部分矿山

的开工率，导致其产量出现下降。 

锌精矿进口补充有限。据海关最新统计数据，2017 年 1-9

月我国累计进口锌精矿 169.2 万吨实物量，同比增加 34.9%，

不过由于今年以来，锌精矿进口国别增加，自非洲、中东地区

国家进口的锌精矿进口增加较多，以及缅甸氧化矿进口的增

加，锌精矿整体品位有所下滑，实际金属量增加恐不足 30%，

基本弥补国内减产，但没有形成太多库存积累。 

二次物料供应下滑。环保影响下，国内处理钢厂烟灰的回

转窑关闭较多，今年冶炼厂面对的二次物料供应环境不及去

年，主要再生锌企业主要依赖氧化矿，所以整体原料供应紧张

局面有所加剧。 

冬储来临，加工费持续回落 

10 月份，国内主流加工费基准（15000 元锌锭价格为基准）

再度下调至 3900 元/吨上下，8 月份以来，锌价运行空间大幅

上移，根据分成规则，冶炼厂实际得到的加工费有所改善，最

高超过 6300 元/吨。冶炼厂受到利润回升的影响，开工率预计

也会一直维持高位，而国内矿山的增量一直没有释放，叠加内

蒙部分地区矿山进入冬季停产阶段，预计后期国内 TC 仍将持

续下滑，难有上升空间。 

进口方面，进口矿 TC 报价持续下降，主流报价在 30 美

金/干吨左右，市场听闻最低报价已在 20 美金/干吨附近，较前

期有大幅度的下降。虽然以现在的内外盘比值来看，进口锌矿

仍旧亏损，但是国内精矿供给不足，也迫使冶炼厂不得不增加

外矿的购买量，使得加工费逐渐下滑。 

检修高峰结束，精锌供应逐步释放增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 9 月份国内生产精锌 53.6

万吨，同比下降 2.6%， 1-9 月累计生产 449.4 万吨，同比下降

2.5%。安泰科产量统计结果显示，1-9 月份国内 47 家主要冶炼

企业锌及锌合金总产量为 343.5 万吨，同比下降 2.5%。其中 9

月份锌产量为 39.8 万吨，同比下降 4.5%。9 月份，冶炼厂开

工率多数有所提升，季节性因素以及环保检查引起的检修高峰

基本结束，内蒙古、安徽、青海、四川等地区冶炼厂检修结束，

产量增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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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板产量及净出口量 

 

全国房地产相关指标 

 

中国汽车产量 

 

中国精锌进出口量 

 
 

 从前三季度统计来看，国内锌锭单月产量均未超过 40 万吨，

4 月份以来产量均呈现同比下滑的现象，冶炼厂整体开工水平相

对不足。10 月份起，前期减少的开工率或将继续恢复。一方面，

在当前价格及加工费水平下，冶炼厂利润改善，开工也意愿会有

所提升；另一方面，上半年产量落后于计划进度的冶炼厂也不排

除有增产的预期。此外，10 月份主要冶炼厂暂时没有检修计划，

随着河南、广西冶炼厂检修结束，全国产量存在继续小幅提升的

空间。但在原料端限制下，冶炼厂不具备大幅增产甚至超产的条

件，产量难以创造去年四季度的高位纪录。 

锌消费受环保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 

2017 年 9 月，国内镀层板产量为 471.5 万吨，1-9 月累计生

产镀层板约 4263 万吨，折合镀锌板产量为 3964.7 万吨，同比仅

增加 0.03%，累计增速自年初以来持续回落。进出口方面，1-9

月镀锌板累计出口 725.4 万吨，同比增加仅 0.4%，镀锌板净出

口较去年同期下降 18.1%。 

年初以来，华北地区初级镀锌领域小散企业经过整治后，开

工率大幅下降，大中企业在 7-8 月份维持较高开工率，但由于钢

铁产能整合以及螺纹钢价格的上涨，9 月份份开始，华北地区钢

厂逐渐进入采暖季限产阶段，镀锌厂开工率受到原料供应的限制

大幅下滑。而终端方面，华北地区的基建、房地产等领域也由于

环保原因被叫停，环保因素已经蔓延到了锌消费的终端，影响开

始逐步显现。 

终端需求增速多数出现回落 

2017 年 1-9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0644 亿元，同比

名义增长 8.1%，增速比 1-8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点。1-9 月份，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3.1%，增速与 1-8 月份

持平。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6.8%，增速回落 0.8 个百分点。

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1.0%，增速回落 2.4 个百分点。 

1-9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 99652 亿元，同比增长 19.8%，增

速与 1-8 月份持平。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6.5%，增速回

落 1.1 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23.7%，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24.9%，增速提高 0.8 个百分点；

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0.5%，增速回落 3.7 个百分点。 

2017 年 1-9 月，汽车产销同比增速比前 8 月略有提升，但

仍明显低于同期。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1-9 月，汽车产销

2034.9 万辆和 2022.5 万辆，同比增长 4.8%和 4.5%，增幅比 1-8

月提升 0.1 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 

2017 年 1-9 月国内累计生产家用电冰箱 7414 万台，同比增

加 13.3%；累计生产空调 14830.8 万台，同比增加 18.9%；累计

生产家用洗衣机 5728.1 万台，同比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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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锭进口盈亏比值 

 

国内库存 

 

中国锌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1-9 

锌精矿 

产量 475 425 440 425 325.8 

净进口 109.1 161.4 99.7 125 94 

需求量 540.4 564.9 569.1 563.8 429.5 

平衡 43.7 21.5 -29.4 -13.8 -9.7 

精锌 

产量 563 586 590 575 425 

净进口 54.9 55.6 50.5 60 45.7 

消费量 625 628 657 660 501 

平衡 -7.1 13.6 -16.5 -25 -30.3 

 
 

 
精锌进口量创 18 个月新高 

据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9 月精炼锌进口为 77198 吨，

同比增加 368.3%，环比增加 17.7%，创 2016 年 3 月份以来新

高。1-9 月份累计精锌进口产量 39 万吨，累计同比增加 11.2%。 

前 5 个月，进口锌锭持续处于亏损状态，进口量暂未对国

内供应形成补充，而 6 月份，锌锭进口盈利大幅扩大，一度超

过 2000 元/吨。9 月中上旬进口窗口打开后，国内流入进口量

较多，国内库存补充需求较大，进口量环比增加较多。1-9 月

份我国净进口锌及锌合金 45.7 万吨，同比增长 11.5%，而前 8

个月累计增速为-3.2%。 

国内现货库存开始缓慢积累 

国内三地库存于 9 月末跌破 10 万关口，较 6 月末减少近 2

万吨，可供消费天数降至 5.5 天。10 月份，国内三地社会库存

环比增加了 2.8 万吨，较年初减少 17.3 万吨。三地库存均呈现

环比增加的趋势，其中天津库存增加了近 2 万吨，反映华北地

区消费受环保的影响。此外，部分库存开始从华北向华东地区

转移，上海库存增加也有 8000 余吨。保税库存环比减少了近

1.6 万吨。 

 

 

11 月锌价高位区间震荡 

11 月份，随着国内矿山逐步进入冬休，矿山产量在年内剩

下两个月很难见到增量，而国外矿山虽有增量，但也处于偏紧

态势，三季度末开始，进口矿加工费大幅下降，预计后期加工

费也将保持较低水平。从 10 月份初步统计的冶炼厂产量来看，

冶炼厂开工基本都恢复正常，甚至个别原料供应较好的可能会

出现超产，从 10 月份国内现货库存变化也可以体现出供应增

量在释放。 

而消费端随着华北地区钢厂逐步进入采暖季，镀锌厂钢材

采购的压力会逐步体现，而终端基建、房地产等也被普遍叫停，

预计 11 月份开始，消费端压力逐步凸显，锌价整体承压。 

预计 11 月份锌价将维持高位波动，持续向上突破的动力

不足，沪锌主力波动区间在 24000-26000 元/吨，伦锌表现会稍

强于内盘，三月合约波动区间在 3000-3400 美元/吨。 

 

总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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