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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2017年波动加大，价格重心

抬高

铜市场临近年末以一种超出所有人预期的表

现结束了2016年的行情，10月末以来市场仅用半个

月的时间便拉升1400美元/吨，涨幅超过40%。这

种石破天惊的大幅上涨，在打破2011年以来铜长达

5年多下跌通道的同时，也避免了继1997年之后再

次成为年内表现最差基本金属的尴尬。

供给方面，铜矿供应高峰接近尾声。2017年，

铜矿新增供应增速将大幅下降，增量主要来自新

项目满产带来的增量和一些小型项目。随着2018

年Cobre Panama和Grasberg Block Cave共计约65万

吨的增量之后，将宣告本轮供应高增长周期进入

尾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矿山干扰率这个指标，

虽然2016年智利Los Bronce铜矿受到极端天气的影

响、Antofagasta的湿法冶炼受到矿石湿度限制、智

利中部Andina矿因暴雨导致尾矿管道破裂、印尼的

Grasberg矿山遇到SAG技术问题以及Escondida矿山

因品位的下滑等等因素造成产量不达预期，但从历

史上看，整体影响偏弱。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矿

山生产干扰率仅为2.5%，较前几年都有所下降处于

近十年以来的低位。预计2017年随着矿山薪资谈判

的启动、技术因素等诸多原因，矿山干扰率将有所

提升，回到5%的平均水平，预计2017年铜矿供应

增速将下降到1%以下。

需求方面，需求存在从超预期到低于预期的

风险。2017年，需求层面的主要增量还是在中国和

美国。在电力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整个电网建

设正处于不断向上的趋势，配电网领域的快速增长

将给铜需求带来新的增量。11月7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

规划》，规划指出“十三五”电力工业投资规模达

到7.17万亿元；其中电源投资3.83万亿元，电网投

资3.34万亿元。这也意味着电网投资要比十二五期

间的1.99万亿增加67.3%，投资增速有望保持两位

数增速。美国方面，特朗普的基建投资主张也增加

了美国预期的基础建设领域对铜金属的需求，全球

经济复苏的背景下铜的消费增长较为稳定。但需求

端将面临三个方面的考验，存在低于预测的风险。

首先，宏观层面，美国新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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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6年LME和SHFE三月期铜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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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以及强势美元下中国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的风险。

其次，微观层面，中国房地产调控后，基建以及家

电下半年再次去库存压力对铜需求的制约。最后，

2016年废铜需求处于低位，而价格上行后，废铜需

求提升将替代部分精铜需求的增长。整体来看，在

2016年需求超预期之后要警惕2017年需求低于预期

的风险，预计2017年全年铜需求整体呈现前高后低

的趋势。

成本方面，自2011年铜价下跌以来，矿产商的

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智利、秘鲁等大型矿商企业

主动压缩运营成本、缩减开支、提高效率来降低成

本。资源国货币贬值以及国际油价等能源价格不断

走低加速了成本的回落，全球铜矿现金成本90分位

线2016年降至4200美元一线。2016年年末，OPEC

国家达成减产协议，原油价格重返50美元上方，未

来原油价格下行空间不大且存在上行趋势；矿山品

位下降对矿山降成本构成影响。整体来看，未来生

产成本压缩空间有限，相关刚性成本呈上行趋势，

预计将对铜价形成一定支撑。

整体而言，尽管未来2-3年铜矿整体供应增

速依然不低，市场仍然面临过剩的压力。但由于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电力行业将继续保证铜

需求的稳定增长，市场的信心将保持健康状态。

尤其是考虑到铜的金融属性，在全球经济的复苏

预期下，未来将面临的通胀因素以及原油减产带

来的成本支撑，均保证基本面预期转好的铜在基

金配置中将受益，这也是我们认为铜已经完成了

本轮行情的筑底阶段，不会再创新低，运行重心

提高的主要原因。国内经济的前高后低势必带来

诸多行业运行也符合这种大趋势，促使价格趋势

整体前高后低。从整体的趋势分析，铜市场中长

期稳中向好的趋势已经确立，但价格过快的走高

也相对延长了市场筑底的时间，由于当前市场价

格透支基本面表现，资金将在市场预期间进行博

弈，未来市场价格波幅也将随之加大，节奏转换

会比较快，较大的趋势性行情难以为继，对操作

节奏的把握要求较高。

二、铝：2017年过剩持续，价格易跌

难涨

2016年，国内外铝市场触底反弹，国际市场

铝价上涨了12.5%，国内市场铝价上涨了18.7%。

但以年平均价的角度衡量，铝价比2015年仍有小

幅下跌，且六种基本金属中涨幅垫底。不过，国

内市场四季度表现超预期。国内现货铝价在11月

份一度涨至15000元/吨，且对当月期货合约升水

近1000元。

供应方面，产量增长将致2017年市场恢复过

剩。2016年由于中国原铝产量增长放缓造就的市

场短缺注定是昙花一现。2017年产量恢复增长的

迹象在2016年下半年已经显现。首先是新建产能

的投产开始加速，估计2016年全年新增产能400

万吨/年，其中一半是在4季度投产。同时前文提

到复产240万吨/年产能也多数是在4季度启动。这

使得4季度运行产能较前三季度急速提升。2016年

初国内电解铝运行产能在3000万吨/年，而到了12

月底运行产能已提高至3600万吨/年。而2017年预

计还有300万吨/年新建产能会投产。据此保守估

图2：2016年LME和SHFE三月期铝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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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7年中国电解铝产量3600万吨，五矿有色

数据库预测是3620万吨，比2016年增长11.5%。即

使假设2017年铝消费保持上一年的增速，中国市

场仍会过剩100万吨以上。这说明如果2017年不发

生大的减产，则中国市场会恢复过剩的常态，且

过剩的数量巨大。

需求方面，2017年基建需求将独挑大梁。我们

预测2017年中国原铝消费增速6.5%，比上一年低

一个百分点。依据有三点：一是政策对房地产调

控的力度在加大，17年房地产投资和新开工会快

速回落；二是川普上台后最初一个时期内中美爆

发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大，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中国

铝材出口补贴的问题，针对铝材出口设限是可能

的选择；铝材出口在2016年已经大大放慢，如果

2017年出口铝材进一步减少，则必然会影响到铝

消费；三是家电和汽车在2016年对拉动铝消费功

不可没，但去年汽车消费似有透支，随着优惠政

策退坡，汽车业的拉动作用也会缓和。因此预计

2017年消费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基建投资（电力投

资和轨道交通投资等）。

成本方面，电解铝生产成本在去年被煤价和

氧化铝价一路推升走高，年底时铝价大幅回落，煤

价小幅回落，而氧化铝价格则居高不下。最近几天

发改委有关继续深化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的讲话显

示出强烈的政策信号，继续强势去产能将使得煤价

没有进一步回落的空间。而根据我们的氧化铝供求

平衡预测，2017年中国（也包括全球市场在内），

氧化铝供应仍短缺。所以即使氧化铝价格因铝价下

跌涨势受阻，回落的幅度恐怕也比较有限。这就决

定了2017年铝价下跌的同时成本回落的速度远低于

铝价下跌的速度，中国的铝厂估计会再次承受利润

的挤压。实际上在2017年初，铝价已经低于行业的

完全成本，价格正在向现金成本逼近，铝厂的噩梦

似乎又要重演。

整体而言，2017年全球及中国原铝市场的供

求关系双双指向了过剩。其中，全球市场自2013年

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过剩。而中国市场的过剩则是

2000年以来过剩数量最多的一年。当然这个平衡关

系是建立在没有发生大的减产的前提下。因此，我

们预期2017年铝市场走势先抑后扬。由于一季度供

需错配最为明显，价格将创出全年的低点。下半

年一旦铝厂大规模减产，铝价有望企稳反弹。中国

市场全年的价格波动区间在11000-14000元/吨之

间。预测LME铝市场相对强于国内市场，价格波

动区间在1500-1800美元/吨之间。

不过，2017年政府之手可能再次发威，国家去

产能政策很可能从钢铁煤炭扩展至电解铝行业。如

果这种猜测一旦落实，则我们对2017年铝市场的判

断必须做出反向调整。

三、铅：2017年市场偏暖，价格前高

后低

2016年，铅价实现了较大幅度上涨，具体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月份受美联储加息放

缓、美国经济数据向好以及原油价格攀升的带动，

基本金属普涨，铅价走高，但之后受英国脱欧、美

联储加息预期、OPEC石油冻产会议等因素影响，

市场情绪波动增加，铅价震荡调整。第二个阶段，

图3：2016年LME和SHFE三月期铅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五矿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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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份之后基本面对铅价的影响增强，全球铅

精矿产量下降，中国环保督查导致的限产，下游

需求好于预期等因素促使铅基本面改善。此外，

出于对锌价格的修复需求也推涨铅价。11月美国

大选特朗普意外获胜，给市场带来的可能扩大基

础建设的预期，推动基本金属价格飙涨。第三阶

段，进入12月之后，受美联储加息落地，以及多

头资金获利了结等因素影响，铅价连连下挫，回

吐了前期部分涨幅。

供应方面，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

最新公布的数据并经安泰科修正，2016年1-10

月 ， 全 球 铅 精 矿 产 量 为 3 7 9 . 1 万 吨 ， 同 比 减 少

5.3%。中国作为铅精矿第一大生产国，前10个月产

量保持小幅增长，同比小幅增长1.1%，而除中国以

外的其他国家1-10月铅精矿产量同比下降10.7%。

2016年前10个月全球精铅产量保持增长。据国际

铅锌研究小组（ILZSG）统计并经安泰科修正，

2016年1-10月全球精铅产量为889.3万吨，同比增

长5.3%。展望2017年，虽部分铅锌矿山有望复产、

增产，但原生铅原料供应仍然偏紧，制约原生铅供

应，进而有利于铅价表现。从金融市场来看，铅

价经历2016年四季度的大幅波动后，资金关注度提

高，2017年在基本面向好的支撑下，有望得到市场

资金的青睐。对应价格而言，预计LME三月期铅

主要运行区间在1900-2400美元/吨，整体走势前

高后低。

需求方面，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统

计并经安泰科修正，2016年1-10月，全球精铅消

费量为890.1万吨，同比增加4.9%。分国别和地区

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精铅消费国是带动全球

精铅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据安泰科测算，1-10

月中国精铅消费量为357.8万吨，同比增长6.4%。

初级消费领域稳中有升。安泰科调研估计2016年

1-11月我国铅酸蓄电池产量约为19700万千伏安

时，同比增加4.8%。展望2017年，铅酸蓄电池产量

仍将保持增长。2017年虽然国内汽车行业受优惠政

策力度减弱影响，增速将放缓，但是随着“史上

最严”的限超载令的实施，重型商用车的产量增

速将大幅超过2016年（重型商用车的用铅量是普通

乘用车的1.5-3倍）。此外，2017年国内低速电动

车、电动三轮车产量将继续大幅增长，成为2017年

铅消费的亮点。ILZSG预计2017年中国铅需求增长

1.1%，较2016年回落1.4个百分点；全球铅需求增

长1.3%，回落1.5个百分点。

整体而言，2017年铅价整体将“偏暖”运行。

不过，2017年铅市场但也要警惕一些不利因素：一

是再生铅产量占比逐年提升，大幅增长的再生铅产

量将阻碍2017年的铅价表现；二是2017年全球铅锌

矿山增产已成定局，虽铅精矿增产幅度明显小于

锌，但铅价很有可能受锌价波及，难以独善其身；

三是受资金关注度提高的铅品种，将打破以往滞涨

抗跌的走势，在资金的干预下价格波动将放大，增

加价格风险。

四、锌：2017年短缺缓解，价格前高

后低

2016年，国内外锌价大幅反弹，是有色金属中

反弹力度最大、表现最突出的金属。LME三月期

图4：2016年LME和SHFE三月期锌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五矿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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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在11月28日创出九年内高点2985美元/吨，国内

沪锌主力合约11月29日创出25060元/吨高点，上涨

速度和幅度超出市场预期，12月份锌价有所回落。

全年上涨行情中，先后经历了五次盘整，五次拉

涨，期间几无趋势性回调出现。从基本面看，由供

应端原料短缺引发的供需结构扭转是支撑全年锌价

一路飙涨的主要逻辑。

供应方面，2016年全球锌精矿产量下降较多，

主要是受到世纪矿、Lisheen矿在2015年下半年关

闭，还有嘉能可在2016年减产50万吨所致。根据

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统计数据，并经安

泰科修正，预估2016年全球锌精矿产量为1214.1万

吨，同比下降5.0%。国外矿山产量的大幅下降造

成2016年产量下降幅度为近几年之最，从2017年

起产量会有所恢复。预计2017年锌精矿产量1280.7

万吨，同比增长5.5%，但这部分增量更多从二季

度开始逐渐释放。2016年全球锌原料市场供应下

降，但因之前堆积了大量的锌精矿库存，今年冶

炼厂的生产受原料紧张影响不是很大。根据ILZSG

统计，并经安泰科调整预估2016年全球精锌产量

为1367.2万吨，同比下降1.3%。总体来看，近两年

国外冶炼厂产能变化不大，2016年全球冶炼厂基

本维持正常生产，2017年锌精矿原料库存基本消

耗殆尽，上半年原料供应会非常紧张，将影响到

精锌产量，尤其对中国冶炼厂影响更大一些。下

半年随着锌精矿供应的不断增加，原料供应会有

所缓解，故推断2017年冶炼厂上半年开工率会有

下降.预测2017年全球精锌产量为1315.3万吨，同

比下降2.0%。

消费方面，2016年全球锌消费较去年小幅增

长，主要是受到中国锌需求好转带动，其次，

韩国、印度、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美国、比利时消费较差，综合来看，预

估2016年全球精锌消费量为1377.9万吨，同比增

长1.8%。2016年，中国锌消费好于市场预期，

主要是受到汽车、房地产及基建行业的拉动，全

年增幅在4%以上，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预

计2017年中国锌消费需求将会走弱，预计增幅

在2%左右。预测2017年全球锌消费增长1.5%至

1398.6万吨。

2017年需重点关注全球锌精矿供应形势变

化。嘉能可何时复产以及复产量将是锌价量变的

重要节点，从时间上我们推断嘉能可复产时间可

能是在二季度。不包括嘉能可复产，根据新增产

能及复产产能推算，2017年国内外新增锌精矿产

量38.6万吨，锌精矿缺口为31万吨，嘉能可为保住

减产成果，复产量一定会小于全球供应缺口，故

推断嘉能可会在二季度部分复产。加之产业链上

锌精矿库存较低，故2017年全年锌精矿短缺态势

难以完全扭转。但是随着2017年的推进，短缺态

势逐步缓解，加上2018年大型锌矿山的投产，锌

精矿短缺的故事将会逐渐退场。 综合来看，2017

年锌价将是前高后低走势，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

将是锌价最高点。

五、锡：2017年库存下降，价格窄幅

震荡

2016年，LME锡价表现强劲，价格一路攀

图5：2016年LME和SHFE三月期锡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五矿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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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年内LME三月期锡价格高点出现在11月14日，

为22000美元/吨，低点出现在1月14日，为13085美

元/吨。国内锡价主力合约11月最高触及155520元

/吨，最低至90110元/吨。上半年锡价涨势是由于

企业减产所致。下半年，随着市场环境好转，企业

信心增强，价格上涨态势继续持续。

供应方面，2016年，各主要锡精矿生产国

中，仅印度尼西亚、巴西、缅甸的产量进一步增

加，。根据国际锡协的数据以及安泰科的估计，

2016年全球锡精矿产量约为27.81万吨，同比减少

0.63%。近年来缅甸锡精矿产量继续增加，估计

2016年达到5.1万吨，同比增加2%。缅甸佤邦锡库

存还是非常多的，因此7-11月即使在雨季的影响

下，中国进口矿石也没有减少。如果没有新发现

的资源弥补的话，缅甸的产量将逐渐减少，而且

未来几年内的资源品位也会不断下滑，因此估计

未来几年内产量将逐渐缩减。2016年，全球前五

位精锡生产国依然是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中国精锡产量较上年平稳

增加，印度尼西亚的增幅也不甚明显。秘鲁近几

年随着精矿产量的减少，精锡产量逐年下滑，估

计2016年秘鲁精锡产量仅为1.9万吨。而马来西亚

和泰国的资源匮乏问题同样制约了精锡的生产。

综上所述，估计2016年全球精锡产量为33.74万

吨，同比增加1.3%。

消费方面，根据国际锡协以及安泰科的数

据，2016年全球精锡消费量约为35.2万吨，同比小

幅增加1.8%。，2016年随着锡化工的使用量不断增

加，锡消费有所带动。目前，锡的消费主要以焊

料、锡化工制品、镀锡板为主，其消费量占总量的

近80%。

2016年，锡价的持续攀升令全球精锡产量和消

费量保持平稳增长。因此该年全球锡市再度转变为

供应短缺局面，估计全年短缺量为6700吨。在未来

1-2年内，印尼的政策将会继续压缩国际市场一部

分的供应量，而且在此期间内基本没有太多的潜

在新增供应量出现。在全球经济环境趋向好转、

整体消费复苏的前提下，安泰科估计2016-2017年

全球锡市场短缺量将逐步放大，未来在几年内，

锡供应链持续减少的局面似乎不可避免，风险会逐

步加剧。

展望后市，从基本面方面看，中国锡产量的

平稳增长，缅甸矿基本到达峰值的情况下，锡价继

续攀升的可能继续存在。未来需求的复苏将促使全

球精锡市场的库存逐渐减少，将对锡价起到一定的

支撑作用。综合来看，我们认为2017年，锡价将继

续在温和回升中震荡运行。预计2017年伦敦金属交

易所三月期锡价格区间在19000-25000美元/吨，

均价为22000美元/吨。

六、镍：2017年市场短缺，价格前高

后低

2016年，镍价重心再上一个台阶的推动力来自

国内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焦炭、煤炭等为首

的黑色系行情爆发，资金参与力度加大，有色

金属品种行情也受热捧，伦镍于11月份迎来第

二波明显涨势，并于11日11日创年内12145美元

/吨的高点，此后受到市场对2017年消费减弱的

图6：2016年LME和SHFE三月期镍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五矿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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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伦镍在年底再次下跌，但仍维持在1万美

元以上。

供应方面，2016年1-10月份，全球镍矿产量

165.2万吨，同比减少8.8%。亚洲地区镍矿减产量

最大，减少了7.5万吨，降幅达11.7%。2016年1-10

月全球原生镍产量161.94万吨，同比减少1.9%。除

美洲地区产量同比微增0.1%外，其他地区产量均呈

减少态势。据埃赫曼数据，受国外部分传统镍生

产商（QNI，Votorantim）及中国企业减产影响，

2016年全球原生镍产量预计为193万吨，同比减少

1.5%。预计2017年全球原生镍产量将恢复增至198

万吨，同比增加3%，主要受印尼新建镍项目陆续

投产推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目前菲律宾

对镍矿的审核结果并没有出台官方的文件，所以

后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除

了已经关停的几家矿山以外，还会再关闭部分矿

山（最大的可能是蒂娜加特岛上的小矿山）。如

果再关闭七八家矿山，将对2017年的镍矿总产量

产生影响，预计有可能影响总产量的10%左右。这

可能导致国内部分工厂出现无米下锅的情况。由

此镍矿价格有被推高的可能，但原生镍的供应因

印尼镍生铁产量增长抵消了中国产量的下滑，总

体有所回升。

消费方面，国际镍业研究小组（INSG）数

据显示，2016年1-10月全球镍消费167.8万吨，

同比增长7.2%，是六种基本金属中消费增长最快

的品种。各消费地区今年镍消费量较去年均有增

长，增量主要来自亚洲地区。2016年1-10月份亚

洲镍消费量总计121.4万吨，同比增长9%。据国

际不锈钢论坛（ISSF）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第

三季度全球不锈钢粗钢产量为1148万吨，环比回

落2.9%，同比增长12.7%，其中中国产量同比增长

17.6%。据埃赫曼的数据，预计2016年全球镍消费

量为198万吨，同比增加4%，预计2017年消费量增

至205万吨。

成本方面，据初步测算，在2016年3季度镍均

价10,265美元/吨的水平上，全球33%的产能是亏损

的，4月份时这一数据则是60%，全球镍平均成本

从2015年年中以来下降了20%，从2014年年中以来

下降了40%。但2017 年在矿和能源成本的带动下平

均成本可能会有大幅上涨。尽管2016年国内镍铁价

格已经持续上涨，高品位镍铁价格已回到2015年初

的水平，但是国内镍铁生产企业利润依旧较低，主

要原因是今年除了矿价上涨以外，焦炭等原辅料价

格也大幅上涨。国内二级冶金焦的价格已从年初的

500元/吨涨至2000元/吨，另外兰炭、无烟煤等辅

料的价格也已经翻番。因此，尽管镍铁价格持续上

涨，但并未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国内镍铁企业

仍举步维艰。

展望2017年，我们认为由于成本增加等因素，

目前业已停产的企业迅速复产的概率较低，全球镍

市还将持续供应短缺的格局，去库存仍将继续，但

去库存的速度将成为镍价能否快速上涨的关键因

素。整体而言，我们认为2017年镍价将出现前高后

低的行情，上半年在镍矿供应短缺，下游消费支撑

等因素推动下镍价存在继续上涨的动力，而下半年

供应逐步恢复，下游消费可能出现疲软，镍价继续

上涨的动力不足。预计镍价波动在9000-13000美

元/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