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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如下破 1860，短期依然有调整压力 品种：焦炭

主要数据：

◆供应：据卓创统计，6 月国内规模性独立

焦企平均开工水平较 5 月提升 1个百分点，预计

6月焦炭产量或接近 4000 万吨，1-6 月焦炭累计

产量约 22784 万吨。

◆需求：月内钢厂高炉开足马力生产，需求

旺盛，不过部分焦企生产受限局部供应减少，钢

厂库存上半月持续下滑，下半月处于回升状态。

◆利润：6月底焦炭价格完成 6轮累计 300

元/吨上调后，山西平均盈利达到 343 元/吨，为

2020 年高点。

◆焦炭 2009 合约目前偏多格局尚未完全改

变，如果下破 1860 短期依然有继续回调压力，

如回落下一目标关注 1750 支撑，反之 1860 如提

供支撑则或延续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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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炭品种介绍及产业链

1.1 品种介绍及用途

焦炭是由炼焦煤在焦炉中经过高温干馏转化而来，生产 1 吨焦炭约消耗 1.33 吨炼

焦煤，焦炭既可以作为还原剂、能源和供炭剂用于高炉炼铁、冲天炉铸造、铁合金冶

炼和有色金属冶炼，也可以应用于电石生产、气化和合成化学等领域。

据统计，世界焦炭产量的 90％以上用于高炉炼铁，冶金焦炭已经成为现代高炉炼

铁技术所需的必备原料之一，被喻为钢铁工业的“基本食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

经济意义。我国是传统的焦炭生产和出口大国，近年来焦炭产量一直占世界焦炭产量

的 50％左右，出口量除了在 2009 年和 2010 年较低，常年占世界贸易量的 60%左右，

根据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的统计，我国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焦炭产量分别达到 3.3

亿吨、3.27 亿吨和 3.55 亿吨，出口量为 1400 万吨、1213 万吨和 54 万吨，焦炭是我

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常年排名世界第一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资源型和能源类产品。

1.2 焦炭产业链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炼焦煤是焦炭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生产 1 吨焦炭约消耗 1.3 吨炼焦煤。从焦炭消

费构成分析可知，钢铁工业是焦炭最主要的消费领域，占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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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焦炭相关价格走势回顾

2.1 焦炭价格指数走势

6 月焦炭综合指数一路上行。截至 6月 30 日，焦炭价格指数为 1908.2 点，较 5 月

29 日上升 141.4 点。

图 1 焦炭综合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2.2 焦炭现货价格走势

6 月焦炭市场延续涨势，成交良好，30日山东地区二级冶金焦出厂承兑 1915 元/

吨，较上月末上涨 150 元/吨，环比涨幅 8.5%。国内钢厂高炉开工维持高位，唐山地区

高炉 6 月平均开工负荷超 88%，原料需求旺盛，因此焦炭价格上涨顺利，截至 6月底，

主流市场焦炭累计上涨 6轮共计 300 元/吨。随着焦炭价格节节攀升，焦企盈利不断提

升，开工积极，多数保持满产状态，低库存运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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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焦炭供需情况分析

3.1 焦炭市场供应状况分析

3.1.1 焦炭开工负荷、产量分析

表 1 焦炭月产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

产量分析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产量 同比 预测

3907.6 -3.2% ↑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5 月中国焦炭产量为 3907.6 万吨，环比增长 1.36%，同

比下滑 3.2%。1-5 月累计产量 18784.0 万吨，累计同比下滑 2.8%。

据卓创统计，2020 年 6 月份国内规模性独立焦企平均开工水平较 5 月提升 1 个百

分点，预计 6 月焦炭产量或接近 4000 万吨，1-6 月焦炭累计产量约 22784 万吨。

图 2：焦炭月度产量分析▼ 图 3：焦炭开工负荷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6 月，国内焦企整体平均开工负荷维持高位，截至 6月 30 日，国内列入统计的规

模性独立焦化企业平均开工负荷为 82.5%，月平均开工负荷 82.3%，较上月均值提升 1

个百分点。月内焦炭延续涨势，焦企盈利空间不断扩张，利润驱动下，多数焦企高负

荷运行，其中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整体开工负荷持续攀升，西南地区维稳运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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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华北因政策影响出现波动。

3.1.2 焦炭进口数据分析

据海关统计，2020 年 5 月份中国焦炭进口 189176.03 吨，环比上涨 54.13%，同比

增长 8709.83%，进口均价为 224.62 美元/吨，环比下滑 10.93%，同比下滑 2.66%。1-5

月，累计进口 526064.1 吨，同比增长 936.7%。5 月份，日本、俄罗斯与韩国为主要贸

易伙伴。

6 月进口货源陆续到港，据卓创统计，预计进口焦炭量或达 19万吨左右，预估上

半年进口总量或至 71.6 万吨左右，同比暴增 985%。

图 4：焦炭月度产量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卓创资讯

3.1.3 焦炭港口库存分析

截至 6 月 30 日，日照港港口库存 104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33 万吨；青岛港港口

库存 160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17 万吨；山东港口总库存 264 万吨，较上月底降 50 万

吨，环比跌 15.92%。焦炭六连涨后市场面临触顶回落风险，贸易商退市观望，短期内

集港难以恢复，预计 7 月份山东港口总库存或仍有下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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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日照港焦炭价格与库存走势图▼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3.2 焦炭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3.2.1 下游钢厂库存、开工负荷分析

截至 6月 30 日，卓创资讯统计河北地区主流钢厂平均焦炭可用库存约 11.5 天，

较上月末微增 0.3 天。月内钢厂高炉开足马力生产，需求旺盛，不过部分焦企生产受

限局部供应减少，钢厂库存上半月持续下滑下半月处于回升状态。山东钢厂焦炭平均

可用库存天数 9.3 天左右，较上月末下滑 0.6 天。中上旬主流钢厂库存到货不佳导致

库存持续下滑，其中某大厂库存降至半年内低点 20.3 万吨左右，下旬集中到货，整体

库存出现明显回升。

图 6：下游钢厂焦炭库存分析▼ 图 7：唐山地区高炉开工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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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3.2.2 焦炭出口数据分析

据海关统计，2020 年 5月中国焦炭出口 41.62 万吨，环比增长 20.29%，同比下滑

50.33%，出口均价 203.36 美元/吨；1-5 月累计出口量 144.85 万吨，同比下滑 58.18%。

国内需求旺盛，6 月出口量依旧有限，据卓创统计，预计出口焦炭量或达 40万吨左右，

预估上半年出口总量或至 184.85 万吨左右，同比下降 51.9%。

图 8 焦炭出口量及均价对比图▼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卓创资讯

第四部分 焦炭利润情况分析

5 月份山西地区焦炭企业利润攀升明显，月内平均利润 283 元/吨，环比上涨 272%。

焦煤价格大稳小调，焦炭价格继续上涨 150 元/吨，山西焦企平均吨焦利润月末接近 350

元左右。6 月底焦炭价格完成 6 轮累计 300 元/吨上调后，山西平均盈利达到 343 元/

吨，为 2020 年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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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山西焦炭成本及利润分析图▼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第五部分 焦炭期货技术分析

5.1 焦炭恒利共振及阴阳全息理论分析

数据来源：金字塔软件

结合恒利共振及阴阳全息理论，焦炭 2009 合约目前偏多格局尚未完全改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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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破 1860 短期依然有继续回调压力，若回落下一目标关注 1750 支撑，反之 1860 如提

供支撑则或延续偏强格局。

5.2 焦炭 MACD 共振分析

数据来源：金字塔软件

从 MACD 周线、日线共振角度来看，焦炭 J2009 合约周 MACD 位于零轴下方金叉但

量能萎缩，日 MACD 零轴上方死叉，两者出现分歧，后市是否延续偏强格局需关注 1860

的支撑力度。

第六部分 焦炭后期价格走势分析

供应方面，高利润刺激下，焦企开工积极性不减，不过 7 月份河南安阳与唐山均

有环保政策出台，另外徐州地区焦企将按政策停产退出，预计国内整体供应或有下降

可能，不过仍需关注安阳与唐山实际执行情况。需求方面，钢厂原料库存均处于回升

状态，采购积极性有所降温，且有钢厂库存高位存控量意向，唐山 7 月份出台空气质

量保障强化方案，若执行高炉限产力度较大，原料需求存下降预期。另外随着原料价

格的不断攀升，钢厂利润挤压严重，且钢材成交与价格均转弱，打压原料情绪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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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多空交织，预计 7 月焦炭市场钢焦博弈加剧下或有调整压力，后市走向同

时关注本文第五部分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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