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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海外加息、基本面趋弱成为当前共识的因素。首先，海外加息导
致经济衰退进而影响国内铝材出口，国内政策托底维稳铝消费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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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方面：产能小幅提升，利润仍能维持开工落地，因此预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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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偏多。需求方面：地产投资下降已验证且短期难以反转，汽车产

网址：www.haqh.com

销量快速复苏支撑铝材消费，但难以弥补地产铝需求缺口。新增影响
因素：社会库存开始出现累库、铝土矿六月进口量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或将成为原料端成本下降的开始，后期走势仍需观察。
展望八月沪铝行情，偏弱运行成为共识，市场或将在成本端下行

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的过程反复寻底。第一目标价位16500-17000，若跌破则参考当时市

“期”待诚信

场成本，相应的下调支撑区间，关注后续周报内容。

“货”真价实

策略：继续持有空单，对应上述价位考虑平仓
产业客户：有常备库存需要套期保值：考虑在1.8W以上价位择机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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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月期现货行情回顾
2022 年 7 月，在美联储加息和国内需求偏弱的共同影响下，沪铝月内持
续向下，月中铝价来到 17000 元/吨低点，恐慌情绪消退后，迎来小幅反弹。
截止 7 月 25 日，沪铝从月初 19035 元/吨，下跌到 17745 元/吨。月
涨跌幅为-6.64%，沪铝所有上市合约 7 月日均持仓量为 47.94 万手/日，同
比下跌 6.66 万手，4 月日均成交量为 48.06 万手，同比增加 10.93 万手。
图表 1 沪铝日 K 线图

图表 2 沪铝合约月内日均成交量、持仓量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进入七月，各主流消费地区基差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与铝价变化较为密
切，随着铝价下探，市场补库情绪渐浓，随着沪铝反弹，基差开始再次走低。
河南巩义、广东佛山贴水分别达到-25 元/吨、-105 元/吨。山东临沂升水 35
元/吨，都较月内高点有 50-100 点左右回调。展望后市，在下行周期的大背
景下，基差将随着铝价下调阶段性抬高，铝价平稳或反弹，则升水幅度将会
收缩。
图表 3 沪铝—各主流消费地区基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注：升贴水基准为上期所铝当月合约10点15分的卖价，地区实际的
成交价相对于SHFE当月期货合约成交价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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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沪铝 VIX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临近月底沪铝场内期权 VIX 不断走高，从月初 25 达到高点 32.63，沪铝
主连合约 20 日、40 日、60 日波动率分别为 24.32、23.23、22.15，目前看
场内期权 VIX 普遍高于历史波动率 6 个点左右，尝试考虑卖方策略。
目前看，沪铝场内期权隐波处于相对历史高位，市场大幅下跌后，后续
波动率继续冲高的概率较小。

二、宏观分析
2.1 七月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
7 月 28 日美联储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2.25%至 2.5%之间。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二次加息
75 个基点。 当前市场交易逻辑开始转变成对后期通胀走势和进一步交易判
断中，从美联储鲍威尔讲话中可以看出，后续将寻找“令人信服的”通胀下
降的证据，并持续上调利率水平，在 9 月的会议上再一次进行“超乎寻常的
大幅加息”可能是合适的。相对模糊的表述，给后续的操作提供了更大的范
围。
整体而言，目前市场仍处于加息周期中，因对需求的抑制将对工业品价
格形成压制的基础逻辑并不会更改，中间会因对未来预期的变化有所反复，
但基本不影响偏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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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中国铝出口数据（月）

图表 6 国内铝土矿进口量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图表 7：美国物价指数

图表 8： 美联储加息进程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1 成本端
3.1.1 铝土矿价格维持高位，6 月进口量走低
7 月国产铝土矿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截止 7 月 26 日国产铝土矿均价位于
425 元/吨，环比上月持平，其中河南（一水型 58%AL，A/S：4.5）和山西（一
水型 58%AL A/S 5）铝土矿价格分别为 450 元/吨，480 元/吨，均环比持平。
进口方面：年后进口矿量价齐增，跟国内电解铝行业利润优厚有密切关
系。后期随着铝价走低，成本坚挺，行业利润持续减少，6 月海外铝土矿进口
量出现较大程度下滑，位于年内低位。根据海关总署统计，6 月国内铝土矿
进口量为 941.52 万吨，环比减少 255.86 万吨、同比减少 72.45 万吨，年内
进口量的降低，是否会导致后续进口价格的走低，进而造成电解铝生产成本
的下移，成为后续原料端关注重点。
进口价格方面：本月山东港口报价印尼产三水型：49%Al，4%RSi 价格为
68 美元/干吨、 几内亚产三水型 45%Al，3%Si 价格为 68 美元/干吨、澳大利

铝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亚产三水型 48%Al，6%Si 价格为 46 美元/干吨，整体价格环比上月持平。
图表:9 国产铝土矿价格

元/吨

图

图表 10 进口铝土矿价格

美元/干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1.2 氧化铝因成本支撑，价格稳定
7 月氧化铝价格维持平稳，
相对往年价格处于高位区间。截止 7 月 26 日，
国内氧化铝汇总均价为 3033 元/吨，环比下降 6 元/吨。因产能及开工的双
高，氧化铝供给方面仍然偏多，成本端因烧碱、铝土矿、煤炭等原料价格维
持高位，氧化铝行业利润也偏薄。目前因成本支撑和下游电解铝需求旺盛，
看不到价格下行的趋势，但铝土矿进口量的减少，是否开启电解铝行业原料
端变化仍需观察。
产能方面：截止 7 月初国内氧化铝建成产能 9350 万吨/年，环比上月增
加 10 万吨/年，运行产能方面：6 月均运行产能为 7645 万吨/年，环比上月
减少 55 万吨/年。按照最新建成产能计算，开工率为 81.76%，处于历史高点。
成本方面：截止 7 月 1 日，国内氧化铝生产完全成本为 2851 元/吨，环
比上月增加 106 元/吨，成本呈现平稳趋势，位于历史区间高位。
图表 11 国内氧化铝汇总均价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元/吨

图表 12 国内氧化铝生产成本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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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国内氧化铝建成产能

万吨/年

图表 14 国内氧化铝运行产能

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1.3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煤价难言下跌
截止 7 月 25 日，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来到 90.35 万吨，处于历史同
期的高位。目前看，随着煤矿利润受到打压，坑口煤价也出现松动小幅下降。
受保供影响，港口库存处于高位，贸易商出货意愿较强。但当前处于传统旺
季，日耗煤量年内持续创新高，考虑到国内高温天气较为普遍，短期价格大
幅下行空间有限，对煤价形成一定支撑。
图表 15 发电日均耗煤量

万吨/年

图表 16 Q5500 曹妃甸港煤炭价格

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1.4 预焙阳极继续上涨，氟化铝价格结束下跌趋势
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主要辅料为阳极碳棒和氟化铝。截止 7 月 26 日，河
北、河南、山东预焙阳极价格分别为 7380 元/吨、7385 元/吨、7415 元/吨，
环比上月下跌 300 元/吨。氟化铝价格当前为 9350 元/吨，环比上月持平，年
内预焙阳极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氟化铝价格处于季节性正常价格区间。

铝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图表 17 预焙阳极价格

元/吨

图表 18 氟化铝价格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综上所述，以山东地区火力发电作为计算标准，截止 7 月 26 日粗略估算
当地电解铝生产企业利润在 800-1000 元/吨附近，环比上月利润下降 1000 元
/吨，生产利润不断压缩，市场考验成本端支撑，后续原料端成本是否跟随下
移也是需要观察的热点。
图表 19 电解铝生产利润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2 供应端
3.2.1 产能迎来小幅增长高峰，开工仍维持高位
截止 2022 年 7 月初，我国电解铝建成产能 4443 万吨，环比增加 38 万吨
/年，进入下半年，电解铝置换产能落地小高峰将到来，产能增加已在供给端
显现。6 月份运行产能为 4129.3 万吨，环比上月增加 41.1 万吨，开工率为
92.93%，截止 7 月 26 日电解铝生产利润在 800-1000 元/吨。目前行业间仍有
利润，预期产能仍将维持，后期关注原料端是否跟随调整。
国内电解铝产能因双限政策影响，新产能获批极其困难。未来长期总产
能都将保持稳定，天花板位于 4500 万吨/年附近，随着置换产能落地，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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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迎来产能增加小高峰。
图表 20 电解铝建成产能

万吨/年

图表 21 电解铝运行产能

万吨/年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2.2 库存
截止 7 月 25 日，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67.3 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0.6 万吨，
佛山、无锡地区环比增加 0.1、0.6 万吨。社会库存结束连续 3 个月去库走
势，后续观察库存是否持续增加。截止 7 月 22 日，上期所交割库库存为 19.1
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0.1 万吨，处于历史相对地位，未见反弹。
图表 22

电解铝社会库存

万吨

图表 23 电解铝上期所交割库库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3 需求端
3.3.1 铝中间加工型产品需求稳定，但不及 21 年月均需求量
2022 年 7 月初国内铝中间加工型产品产量
（包含铝棒、原铝系铝合金锭、
铝杆、铝型材、铝板带箔）为 284.39 万吨，环比减少 2.25 万吨，符合季节
性规律，但成色不及 21 年，比 20 年产量要高。拆分来看铝棒 6 月产量为
127.75 万吨，环比增加 1.05 万吨，虽处于历史同期高位，但不及 21 年产量
均值。铝板带箔 6 月产量为 71.99 万吨，环比减少 4.2 万吨，处于历史均值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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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但铝板带箔开工率为 68.28%，同比去年下降 5.49%
综上看中间品产量和往年持平，且疫情影响下绝对产量与去年相仿，但
从建成产能数据看，产能的持续增加而产量的下降，预示着整体开工偏低和
需求疲软的表现。
图表 24 铝加工产品月产量

图表 25 铝棒月产量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2 地产需求端
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8314 亿元，同比下降 5.4%；其中，住
宅投资 51804 亿元，下降 4.5%。
1—6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4881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8%。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99429 万平方米，下降 2.9%。房屋新开工面积
66423 万平方米，下降 34.4%。
1—6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6892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2.2%；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26.6%。商品房销售额 66072 亿元，下降 28.9%；其中，住
宅销售额下降 31.8%。
。
目前看地产消费的回落已成事实，将引起百万吨级别地产铝消费下降，
虽然 1-6 月累计数据同比有所回升，但短期看地产增速难言乐观。

铝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图表 26 房地产投资完成额

图表 27 房地产施工、开工面积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3 汽车需求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9.9 万辆和
250.2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29.7%和 34.4%,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综
合前 5 个月数据,2022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1.7 万辆和
120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
2022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再创新高，市场占有率达到 23.8%，持续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22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均增长 1.3 倍。2022 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6.1
万辆和 260 万辆，同比均增长 1.2 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21.6%。
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汽车产量逐渐恢复，新能源汽车占比也逐渐提
高，作为用铝量“大户”的汽车行业成为助力铝消费的关键一环，但在实际
产量仍为出现同比增长现状下，地产用铝的缺口难以弥补。
图表 28 汽车产量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万辆

图表 29 新能源汽车产量数据

铝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海外加息、基本面趋弱成为当前共识的因素。首先，海外加息导致经济
衰退进而影响国内铝材出口，国内政策托底维稳铝消费下限。基本面方面：
产能小幅提升，利润仍能维持开工落地，因此预期供给仍然偏多。需求方面：
地产投资下降已验证且短期难以反转，汽车产销量快速复苏支撑铝材消费，
但难以弥补地产铝需求缺口。新增影响因素：社会库存开始出现累库、铝土
矿六月进口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或将成为原料端成本下降的开始，后期走
势仍需观察。
展望八月沪铝行情，偏弱运行成为共识，市场或将在成本端下行的过程
反复寻底。第一目标价位16500-17000，若跌破则参考当时市场成本，相应的
下调支撑区间，关注后续周报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