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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回顾整个 2017 年铝价走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半年平稳、三季度上

涨以及四季度回调，如下图 1 所示： 

图 1：LME铝与沪铝活跃合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2018年一季度则整体下行，回到万四下方，截止 3 月 27日，沪铝主力收

13995 元/吨。伦铝走势基本跟随，但四季度开始由于两市库存状况的差异（L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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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持续减少，而 SHFE 库存不断垒高），外强内弱格局使得沪铝比值不断缩窄，

连三比值由 8.06 缩窄至目前的 6.72。 

 

二、宏观环境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显示国内宏观经济景气状况较去年有较大的回升，

2017年总体维持在 73.3的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GDP增

速表现较为平稳，全年基本维持在 6.8%，如下图 2 所示。但是，我国 2016 年

的人均 GDP 为 53980 元，仅相当于日本 70年代末和韩国 90 年代初的水平，而

当时日韩的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制造业技术性赶

超能否实现还未可知。 

图 2：我国 GDP当季同比与宏观经济预警指数 图 3：我国制造业指数（PMI）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我国制造业指数无论从国家统计局还是财新公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整体

是上扬，但是在最新公布的 2 月数据上，却再次出现背离，据统计，2011年以

来，财新和官方 PMI 月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共有 22次，占比达到 27%。当两者

方向上发生背离时，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动与官方制造业PMI一致的概率较大，

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变动与财新 PMI 一致的概率大。2月官方 PMI 为 50.30，

环比是下跌趋势，表明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所放缓；而财新 PMI 则为 51.60，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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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涨，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 

 

三、原料供应充足 

海关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从几内亚进口的铝土矿首超澳大利亚，为 2762

万吨；而且其他国家，马来西亚为 485.7 万吨，同比下滑-36.6%；巴西为 329.5

万吨，同比下滑-25.1%；印度为 212.8 万吨，同比下滑-53%；印尼 129 万吨的

进口量均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当地政府出口禁令导致；牙买加和塞拉利昂为新

增进口国，2017 年分别为 35.4 和 4.9 万吨。 

但是 2018 年 4 月澳大利亚梅特罗铝矿将开始出矿，我国山东鲁北和信发

集团均与之有供应协议，梅特罗与信发集团，4 年以上长约，总共 700 万吨；

与山东鲁北签订 50-100 万吨/年的合约。预计二季度后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将

继续增加。而马来西亚和印尼出口禁令在 2018 年有望解禁，届时对进口铝土

矿的增量也将做出贡献。  

图 4：铝土矿进口国及占比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2017年我国进口铝土矿（澳大利亚）价格整体保持在 50.3美元/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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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外铝土矿供应充足。山西河南地区国产铝土矿价格从四季度的高点回落

至 350 元/吨附近。  

图 5：铝土矿价格（美元/吨，元/吨） 图 6：进口铝土矿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海关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我国进口铝土矿 703.76 万吨，同比增长 

53.2%，环比小幅下滑 1.75%，随着二季度复工潮来临，对进口铝土矿的需求增

加，预计铝土矿进口依然保持高位。 

 

四、成本端疑点重重 

1、氧化铝（占成本 43%）产量增加，易跌难涨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12 月氧化铝产量 526.1 万吨，同比减少

11.8%。1-12 月氧化铝产量 6901.7 万吨，同比增长 7.9%。 

图 7：氧化铝产量（万吨） 图 8：一级氧化铝各地均价（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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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M 调研情况来看，3 月氧化铝产量预计为 586.7 万吨，短缺 3.5 万吨，

若加上进口量，预计 3 月份氧化铝供应小幅度过剩。在采暖季结束后（3.15），

氧化铝先于电解铝复产，将进一步加大供应，预计二季度氧化铝价格易跌难涨。 

2、成本重心下移，关注电力改革 

据 SMM 调研，信发配套 60 万吨预焙阳极项目已经建成投产，不再外购；

索通配套魏桥一期 60 万吨也在建设当中，开始采购预焙阳极生块，8 月份完全

投产后，外购量锐减。山东阳极市场随着魏桥、信发配套的阳极项目逐步建成，

外购量将锐减，阳极产能整体过剩，阳极价格持续走低的可能性较大。 

 图 9：电解铝成本占比（%） 图 10：预焙阳极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电价具体调整目标“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

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根据相关数据，现行一般工商

业用电三个电压等级的平均销售价格每千瓦时分别为 0.7707 元、0.7518 元、

0.7321 元。按照政府提出的目标，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 10%，意味着每千瓦时

至少存在 7 分钱的下降空间。但是，2017 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煤电联动政策

尚未实施，多家券商预期 2018 年电价将上调至少 3 分钱。现在国务院提出降

低电价，也将后期的电价决策推向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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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应压力短期难改 

据统计，2017 年我国电解铝总产能月平均值在 4333.21 万吨，而在产产能

均值为 3712.23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85.67%。2017 年电解铝违规产能停产 461

万吨，取暖季减产规模为 267 万吨，影响了大约 16.40%的量，如下图 11 所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国内电解铝产量 271 万吨，同

比减少 1.8%，12 月合规产能逐步投产，产量小幅增加。但是，在取暖季结束

后，随着复工潮的来临，预计二季度产量环比将有所增加。 

图 11：2017年电解铝停产减产（万吨） 图 12：电解铝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SMM、瑞奇期货 

虽然说供给侧改革与环保限产在 2018 年将继续执行，但较大新增产能的

投放不容忽视。我的有色网调查的数据显示，2018 年电解铝新增产能约 408

万吨，其中 158 万吨属于置换产能（灰标，如下图 13 所示），主要集中在新疆、

内蒙、山西、贵州及广西等西南区域。目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共计 322.33 万吨指标完成交易，而拟购买总量需求为 495.2 万吨，存在一

定的缺口，2018 年新增产能能否正常投放将依赖于合规产能指标的置换以及政

府对合规指标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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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18年我国电解铝新增产能计划（万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瑞奇期货  

 

六、库存风险持续累积，高处不胜寒 

      2018 年一季度，在供给侧改革大刀阔斧的情况下，库存依旧步步攀升，

供应缩窄速度低于消费放缓的速度。截止 3 月 26 日，上期所库存为 94.03 万

吨，而社会库存总量达到 217 万吨，库存压力短期难以释放。 

图 14：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与价格（万吨） 图 15：电解铝库存季节性图表（万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SMM、瑞奇期货 

从上图 15 电解铝库存季节性图表中，我们不难看出，近 5 年来电解铝去

库存时间一般集中在 4-7 月。但是，一季度由于两会和取暖季尚未结束，加上

终端消费表现不佳，加工企业工人难招等问题，复工潮迟迟未至，消费旺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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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显现，去库存化的时间恐将延迟。 

 

七、下游需求整体一般 

 

1、电解铝消费量下滑 

    2017 年铝锭价格大幅上涨，铝消费保持前高后低的态势，全年增速约

7.5-8%，为 3435 万吨，占全球 54.12%，2018 年全球电解铝消费增长依旧看中

国。从 CRU 统计的数据来看，一季度消费量有所下滑，主要由于春节以及取暖

季限产所致，预计二季度有所增长，但同比增速放缓。 

图 16：中国电解铝消费量（千吨） 

 
数据来源：CRU、瑞奇期货  

 

2、中美贸易战影响铝材出口，对整体铝消费影响不大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铝材产量 515.5 万吨，同比增加 7.4%，环

比减少-2.61%。2018 年 2 月份未锻造铝及铝材出口为 37.2 万吨，目前低比价

对出口有利，但受到境外反倾销政策的影响，预计后期铝材出口将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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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铝材产量（万吨，%） 图 18：未锻造铝及铝材出口量（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3、终端数据低迷，不乏亮点 

      房地产低迷，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2 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0831

亿元，同比增加 9.90%；2017 年 12 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上涨 3.6%，

增速放缓。 

图 19：固定资产投资（%） 图 20：房地产分项数据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2 月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上涨 1.5%，环比下

滑-19.13%；新开工面积累计上涨 2.90%，环比下滑-90.07%；竣工面积累计同

比下滑-12.10%，环比下滑-86.02%；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上涨 4.10%，环比下

降-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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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白色家电产量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白色家电增速放缓，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2 月空调产量为 2802.3 万

台，同比增加 17%；家用电冰箱产量为 1182.9 万台，同比上涨 4.5%；冷柜产

量为 254.5 万台，同比下滑-4.9%；彩电产量为 2716.5 万台，同比上涨 25.5%；

家用洗衣机产量为 1100.6 万台，同比下滑 11%。 

汽车行业用铝增长平稳、轻量化理念成未来亮点。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2 月汽车产量累计 441.8 万辆，同比下降 5%；而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 8.9 万

辆，累计同比上涨 178.1%。 

图 22：汽车产量累计 图 23：新能源汽车产量累计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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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量上看，新能源汽车占比仅为 2%，短期对铝需求的贡献度较小，但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后期轻量化趋势使得汽车压延板投资增加，越来越多

新能源汽车使用铝合金车身或纯铝车身，而飞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用铝量也在提

高，长期来看将会是未来铝加工需求增长的亮点。 

 

八、2018 年二季度铝市供需平衡及展望 

受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的影响，2018 年一季度国内电解铝产量增速放

缓，但累积的库存过大，而下游消费处于平稳状态，产能过剩局面需要时间去

改善。随着二季度开始进入需求旺季，去库存化可期。 

从下表中 CRU 数据来看，虽然外媒对我国供给侧改革信心十足，预测在二

季度供应缺口为 33.3 万吨。但是供给侧改革清理了大量违规在建及新投产能

的同时合规产能也在加快投放，供应缺口出现在二季度的可能性不大，若 2018

年消费增速稳定，且供给侧改革力度加强，紧平衡状态将出现在下半年。 

图 24：原铝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CRU、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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