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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有韧性+成本上移，铝价震荡偏强

——2022 年铝市场展望

2021 年 12 月 15 日

要点提示：

1. 国内货币政策以稳为主，助力经济企稳

2. 地产与汽车产量有保证，需求有韧性

3. 电解铝供给“天花板”出现。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持续推进，电解铝产能“天花

板”出现，21年年内电解铝运行产能接近90%，预期22年产量增加有

限。铝价后期走势集中在成本端和需求端，成本端随着长协煤价的

抬升，预期市场电价也会出现价格中枢的上涨，又因高耗能企业不

设电价上浮限制，预期电解铝用电成本也将进入中枢抬升期。需求

端，国内货币政策以稳为主，托底国内经济复苏，对地产和汽车消

费并不悲观，随着双碳政策的持续推进，能源结构改革将持续深入，

光伏装机量将进一提升带动相关铝型材的需求。

因阶段性供给没有增量和成本端的中枢抬升叠加需求有韧性，

铝价大概率将进入全新的价格区间，预期2022年年内价格将呈现震

荡偏强的走势。

2022 年报



铝期货年度策略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目录

一、行情回顾...............................................................................................................................................1
二、宏观分析...............................................................................................................................................1

2.1 美国高通胀持续，联储政策有收紧预期...................................................................................1
2.2 2022 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

三、基本面分析...........................................................................................................................................3
3.1 成本端............................................................................................................................................3

3.1.1 铝土矿价格前高后低，逐步回归..................................................................................3
3.1.2 氧化铝产能达到“峰值”，年内价格经历过山车。..................................................4
3.1.3 “市场煤”和“市场电”模式确立，电价进入抬升区间..........................................5
3.1.4 辅料段价格年内处于高位.............................................................................................. 6

3.2 供应端............................................................................................................................................7
3.2.1 产能“天花板”来临，供应端结构性改革是后期重点..............................................7
3.2.2 库存.................................................................................................................................. 8
3.2.3 进出口.............................................................................................................................. 9

3.3 需求端...........................................................................................................................................9
3.3.1 铝材宏观需求.................................................................................................................. 9
3.3.2 “房住不炒”基调下，地产稳健是主要诉求............................................................10
3.2.2 汽车轻量化打开铝材需求的新增长点........................................................................11
3.2.3 清洁能源转型，光伏用铝成为潜在增量代表............................................................12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12
免责声明.............................................................................................................................................13

图表目录

图表 1 沪铝日 K 线图........................................................................................................................ 1
图表 2 美 CPI 指数............................................................................................................................ 2
图表 3 美、欧、日 PPI 增速............................................................................................................ 2
图表 4 官方、财新 PMI 指标............................................................................................................ 3
图表 5 投资分项数据...................................................................................................................... 3
图表 6 国产铝土矿价格 元/吨........................................................................4
图表 7 印尼产 铝土矿价格 美元/干吨................................................................4
图表 8 国内氧化铝汇总均价 元/吨........................................................................4
图表 9 国内氧化铝产量 万吨..........................................................................4
图表 10 国内氧化铝建成产能 万吨/年....................................................................5
图表 11 国内氧化铝运行产能 万吨..........................................................................5
图表 12 国内氧化铝生产成本 元/吨........................................................................5
图表 13 国内电解铝产量同比.......................................................................................................... 5
图表 14 预焙阳极价格 元/吨........................................................................6
图表 15 氟化铝价格 元/吨........................................................................6
图表 16 电解铝建成产能 万吨/年....................................................................7
图表 17 电解铝运行产能 万吨/年....................................................................7



铝期货年度策略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表 18 国内电解铝产能利用率 万吨/年................................................................8
图表 19 国内电解铝 万吨/年................................................................8
图表 20 电解铝社会库存 万吨......................................................................8
图表 21 上期所交割库存 吨..........................................................................8
图表 22 铝出口数据 吨..........................................................................9
图表 23 铝进口数据 吨..........................................................................9
图表 24 铝材产量 吨........................................................................10
图表 25 铝材产量季节图 吨........................................................................10
图表 26 房地产投资完成额............................................................................................................ 11
图表 27 房地产施工、开工面积.................................................................................................... 11
图表 28 汽车产量 万辆....................................................................12
图表 29 汽车产量同比数据............................................................................................................ 12



铝期货年度策略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

一、行情回顾

2021 年在全球流动性宽松、国内双限的背景下，铝价呈现上涨的趋势。分阶

段看，全年度沪铝价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0 月份，沪铝从年初 15430 元/吨，上涨到最高点 24765 元/吨。涨幅为 60

.49%，成交量从年初的 13.5 万手/日，增长到 56 万手/日。持仓量从年初的 10 万

手/日，增长到 17 万手/日。20 日波动率方面 1-3 月、4-5 月迎来俩次快速的增长

期，峰值分别为 34%和 30%。

10 月中旬-11 月中旬，因煤炭价格剧烈波动，成本端下滑导致短期沪铝调整

较快，从高点 24765 元/吨，下跌到 18230 元/吨，跌幅为 26.38%。

11 月中旬-至今（12.15），沪铝价格维持窄幅震荡，多空交织，但矛盾并不

尖锐，市场方向并无明显选择。

图表 1沪铝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宏观分析

2.1 美国高通胀持续，联储政策有收紧预期

美 11 月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6.8%，高于市场预期值 6.7%，并创 1982

年 6 月以来，即近 40 年最大同比增幅，11 月 CPI 月率为 0.8%；撇除食品和能源

价格的核心 CPI 年率为 4.9%，创 1991 年以来，即 30 年新高，符合预期，核心 CPI

环比涨幅为 0.5%。本轮通胀涨幅显著，主要由受到供应链瓶颈问题、能源危机掣

肘，导致能源、化工和黑色金属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涨价造成。

美国经济数据反映经济基本面向好，通胀水平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由于 CPI、

PPI 创历史新高，通胀暂时性的说法已持续一年多，但通胀仍然高居不下；经济数

据走好，预示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尤其非农就业人数持续恢复，叠加通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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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全面攀升，市场开始认为加息的实质性条件将至，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进一

步增强，也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近期走强，加息预期抬升。

根据 2021 年 12 月 15 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0%-0.25%区间

不变，将每月缩减购债规模由 11 月的 150 亿美元扩大至 300 亿美元。美联储议息

会议的三个信号：通胀暂时论修正、Taper 加快、加息迫近。美联储此次调整是对

前期通胀框架的纠偏，是跟随经济复苏和市场预期的顺势而为。货币政策的可信

度与通胀预期密切相关，尤其是当下通胀预期高企。鲍威尔的所谓鹰派表态是出

于引导市场预期的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这反过来有助于平抑过度的通

胀预期。联储会议预期明年加息三次，略高于市场预期。而后期的加息节奏取决

于充分就业的完成、通胀的持续进行。美联储加息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一般领

先半年左右，后期加息落地也是预判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表 2美 CPI 指数 图表 3 美、欧、日 PPI 增速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2 2022 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2021 全年经济前高后低，年内经济放缓主要来自于建筑业的放缓。从全年 PMI

角度来看，官方 PMI 从年初的 51.3 到 50.1，财新 PMI 从 51.5-49.9，整体都维持

下降趋势。投资部分因建筑业的下滑和下半年基数抬升的原因，投资也是前高后

低走势，消费部分因疫情阶段性的反复，需求端也受到较大程度影响。进出口方

面,因国外需求复苏和国内制造业替代效应影响全年表现亮眼。在地产投资收紧的

当下，经济下行趋势重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 12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会议部署了 2022 年经济工作。

本次会议定调全面转向稳增长，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政策调控要求“跨

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今年上半年或将是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地产政策方面，在坚持“房住不炒”

的基调下，开发贷、按揭贷款、债券融资开始逐渐恢复，应对房企的流动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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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求。

货币政策方面，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目前降准已经落地，短期内央行或以定向宽信用为主，尤其是加大对“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全面降息可能不会太快到来。

财政政策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预期 2022

年政策段前置的效应将更为明显。

图表 4官方、财新 PMI 指标 图表 5 投资分项数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基本面分析

3.1 成本端

3.1.1 铝土矿价格前高后低，逐步回归

年内铝土矿价格呈现前低后高趋势。国产铝土矿均价从 2020 年 6 月持续上涨

至 2021 年 10 月，从低点的 290 元/吨上涨至 430 元/吨，第四季度因铝价回落，

原材料端也开始跟随回落，截止 12.15 日年内涨幅为 37.93%。

进口方面：1-10 月份总进口铝土矿为 9099.2 万吨，同比下滑 5.25%，但仍位

于往年的历史高位。分国别来看几内亚、印尼、澳大利亚仍然是第一梯队，价格

方面：年内进口矿价格持续走高，印尼产铝土矿：49%Al，4% RSi 从年初 47 美元/

干吨上涨至 56 美元/干吨，涨幅为 19.14%。预期未来，随着国内铝土矿资源的短

缺问题日益凸显和国外价格的优势，海外进口趋势将延续，总量上在国内电解铝

产能无明显增加的背景下，铝土矿进口量也难有较大规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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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国产铝土矿价格 元/吨 图表 7 印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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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铝产能达到“峰值”，年内价格经历过山车。

年内氧化铝价格经历了前低后高的走势，年初均价为 2514 元/吨，10 月份均

价突破 4000 元/吨，后续快速回落。

产能方面：1-11 月氧化铝总产量为 6600.13 万吨，同比增长 6.1%，产量处于

历史高位。建成产能方面：截止 11.30 日，国内氧化铝建成产能 9025 万吨/年，

年内新增 305 万吨/年，国内主要产能集中在山西、山东、广西、贵州等地，年内

新增产能集中在广西、贵州、河南地区。运行产能方面：年内月均运行产能为

7225.09 万吨/年，按照最新建成产能计算，开工率为 80%，处于历史高位。按照

电解铝最新 4308 万吨/年的建成产能、1 吨电解铝需要 1.92 倍氧化铝、氧化铝和

电解铝均按 95%的开工率计算，所需氧化铝产能为 8271.36 万吨/年。仅满足国内

电解铝行业需求来看，氧化铝产能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因此预期其后期价格受

电解铝需求端影响较大。

成本端：因年内工业品整体价格的持续上涨，氧化铝成本端价格也水涨船高。

截止 11-30 日，氧化铝生产完全成本为 3016 元/吨，仍位于历史高位。

图表 8国内氧化铝汇总均价 元/吨 图表 9 国内氧化铝产量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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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图表 10 国内氧化铝建成产能 万吨/年 图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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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2 国内氧化铝生产成本 元/吨 图表 13 国内电解铝产量同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3.1.3 “市场煤”和“市场电”模式确立，电价进入抬升区间

电解铝行业作为用电大户，电价对于成本段影响较大。当下煤电电价机制“巨

变”，弹性提高至 20%且对高耗能企业不设上限，又因当下电解铝产能中，采用火

力发电的比例高达 90%，后期工业电价波动将对未来电解铝用电成本带来较大影

响。

2021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

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会议

提出：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

市场，在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交易电价

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 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 20%，并做好分类

调节，对高耗能行业可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 20%的限制。会议同时提出：

完善地方能耗双控机制，推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间内不纳入能源消费

总量。2021 年 10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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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通知》指出，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要求，进

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

供应的关键举措，是加快电力市场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支撑。

煤炭端：《2022 年煤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2022

年煤炭长协定价基准价为 700 元/吨，定价方式延续“基准价+浮动价”，价格波

动区间限定在 550～850 元/吨。若后市落地，这将是 2017 年煤炭长协机制确立后，

五年来基准价首次上调，相较于原基准价（535 元/吨）上调幅度超过 30%。新的

定价机制，体现了煤价政策压力的缓解，有助于市场情绪的恢复；另一方面，基

准价对长期煤价中枢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基准价上调也有助于长期煤价中枢提升。

按照平均基准电价为 0.37 元/Kwh 为基准电价计算，电价上浮 20%，高耗能企

业电价上浮 25%、30%、35%、40%，按照一吨铝需要耗电 13500Kwh 综合计算。火电

铝企的生产成本将分别提高 999 元/吨、1248.75 元/吨、1498.5 元/吨、1748.25

元/吨、1998 元/吨。按照新基准长协煤价 700 元/吨计算，生产一度电成本同比增

长 30.84%，若将同样的涨幅全部转移给电解铝生产企业，成本将增加 1500 元/吨。

3.1.4 辅料段价格年内处于高位

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主要辅料为阳极碳棒和氟化铝。年内阳极碳棒价格从年初

的 3600 元/吨，上涨至 5255 元/吨（截止 12.15），涨幅达到 45%。氟化铝价格从

年初价格的 8550 元/吨，上涨至 11200 元/吨（截止 12.15），涨幅达到 23.66%，

但和历史价位相比，仍在往年的历史价格区间内波动。

图表 14 预焙阳极价格 元/吨 图表 15 氟化铝价格 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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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供应端

3.2.1 产能“天花板”来临，供应端结构性改革是后期重点

从 2015 年 11 月，国家发布供给侧改革政策后，根据《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

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方案》（656 号文）和《关于电解铝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

式实施产能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电解铝行业在 17 年共关停 420 万吨电解铝违

规产能。17-20 年之间，共转移了 840 万吨电解铝产能指标。根据工信部的电解铝

合规产能名单计算，合规产能为 4500 万吨/年。之前预期随着铝需求的稳步增加，

电解铝合规产能指标也将随之增加，但到 2020 年 9 月国家提出 2030 年“碳达峰”

与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后，考虑到电解铝行业 2020 年其碳排放量占到全国碳

排放量总额的 4.5%，作为高排放、高耗能行业，电解铝行业自然成为碳减排的严

控目标。2021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召开的会长高峰论坛上，新

当选的协会会长葛红林透露了“最近，国家有关部门研究了《有色金属行业碳达

峰实施方案》，正在征求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意见。该《方案》初步提出，有色金

属行业到 2025 年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2040 年力争实现减碳 40%，这将比全国的

碳达峰时间至少提前 5年。

从上述政策段判断，未来将严控电解铝行业排放总量，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

例，鼓励电解铝产能向可再生电力富集地区转移，由自备电向网电转化是大势所

趋。因此未来电解铝产能“天花板”大概率维持在 4500W 吨左右，后期以产能置

换为主，新增产能的审批将非常严格。

图表 16 电解铝建成产能 万吨/年 图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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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 年 11 月底，我国电解铝建成产能 4308 万吨，年内缩减产能 487.5

万吨。电解铝建成产能在 19 年 12 月达到峰值 5012.5 万吨后成逐年下降趋势。分

省份来看，山东、新疆、内蒙古等传统的电解铝产能大省当前建成产能分别为 868

万吨、637.5 万吨、613.7 万吨，相对于峰值分别下降 335 万吨、155.5 万吨、63.3

万吨，再生电力富集地区的云南、广西、四川当前产能为 397 万吨、274 万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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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环比去年增加 184 万吨、14.5 万吨、38 万吨，预计此种产能置换，后期仍

将持续进行。

运行产能方面：2021 年呈现前高后低趋势，但绝对值位于历史高位，年内月

均运行产能为 3888 万吨/年，按照年底建成产能 4308 万吨/年计算，运行开工率

为 90%，基本接近产能峰值。产能利用率方面，全年平均开工率达到 90.47%。环

比去年增加 12%个百分点。扣除常态化下的检修产能，预期 2022 年电解铝供给无

较大增量。

图表 18 国内电解铝产能利用率 万吨/年 图表 19 国内电解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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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电解铝社会库存位于 64 万吨-125 万吨之间，回溯 8 年历史数据来看，

1-10 月份在电解铝价格延续上涨和产量处于高位的背景下，库存位于相对低位，

预示着下游消费的稳定。10 月中旬至今在传统的消费旺季，因铝价快速的回落，

下游需求的谨慎造成阶段性的累库，但累库幅度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图表 20 电解铝社会库存 万吨 图表 21 上期所交割库存 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上期所铝交割库存方面，年内可交割库存处于 20 万吨-40 万吨区间内，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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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和社会库存接近，但幅度处于历史正常范围内。

3.2.3 进出口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铝进出口表现两旺，2021 年 1-10 月国

内铝出口数量累计为 687.69 万吨，同比增加 15.66%，以铝加工产品为主。主要原

因是国内疫情控制相对较好，有充足的制造产能，叠加海外疫情反复，制造业复

工不及时两方面原因造成。

进口方面 1-10 月国内原铝进口累计为 332.80 万吨，同比增加 12.3%，主要原

因是国内原铝价格上涨过快，给进口带来利润，因此打开了进口窗口期。在国内

铝价出现回调后，内外套利价差的缩小，进口窗口期也重新关闭。

图表 22 铝出口数据 吨 图表 23 铝进口数据 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3 需求端

3.3.1 铝材宏观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21 年 1-10 月份铝材累计产量为 4210.6 万吨，累计

同比增速为 3.72%，相比于 2019 年同比增长 20.70%。月度数据方面 9-10 月份铝

材产量受到拉闸限电的影响，10 月份产量同比负增长 5.7%。从表观消费来看，电

解铝消费依然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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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铝材产量 吨 图表 25 铝材产量季节图 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3.2 “房住不炒”基调下，地产稳健是主要诉求

2021 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前热后冷”趋势，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

2021 年地产政策经历了 1-9 月供需收紧，10 月后开始边际放松。前期需求端管控

主要集中在加强信贷和价格管控，升级限购限贷政策。供给端主要集中在提高土

拍门槛，收紧房企融资。随着今年 7 月房企负面消息不断，9 月底房地产政策开始

边际放松，开发贷、按揭贷款、债券融资开始逐渐恢复，应对房企的流动性危机，

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求。

面对政策的调整，中国房地产行业运行也经历了前低后高的情景。2021年 1-11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为 6%，低于去年同期的 6.8%，9 月起单月地产投

资负增长，为 2016 年以来的首次下跌。2021 年 1-11 月 300 城土地成交规划建面

为 16.9 亿方、成交金额 4.8 万亿，同比下降 17.5%，平均溢价率为 11.4%。2021

年 11 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为 7.2%，略高于去年同期的 6.6%，下半年

以来资金来源当月同比持续负增长，11 月为-7%。上半年高增长主要来自于建筑安

装工程和土地购置面积加速增长，随着政策收紧后出现全面下滑。随着政策转向，

预期 2022 年在“房住不炒”预期下，正常的地产经营需求将得到满足。

从地产铝型材的需求角度考虑，其与房屋竣工面积有关，房屋竣工面积又与 3

年前左右的新开工数据相关，叠加地方政府保交房政策的实施，因此在 2019 年整

体房屋新开工面积维持高位的前提下，不应对2022的地产用铝有过度悲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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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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汽车轻量化打开铝材需求的新增长点

随着“碳中和、碳达峰”的持续推进，汽车轻量化是降低传统能源车油耗和

提高新能源车续航里程的关键，而铝合金又是轻量化材料的首选。根据工信部《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提出我国汽车轻量化单车用铝目标：2025 年和 2030

年分别实现 250kg/辆和 350kg/辆。而根据国际铝协数据，2020 年国内传统乘用车

用铝量仅约 138.6kg/辆，纯电动和混动新能源乘用车单车用铝分别为 157.9kg 和

198.1kg，因此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占比的提升和传统燃油车轻量化的推进，都

会对铝材需求形成新的助力。

根据中汽协数据显示，11 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8.5 万辆和 252.2 万辆，

环比分别增长 10.9%和 8.1%，同比分别下降 9.3%和 9.1%。1-11 月份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2317.2 万辆和 2348.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5%和 4.5%。受缺芯影响，2021

年汽车产量同比大幅度下滑，但从 9 月份开始降幅开始收窄。新能源汽车方面，

11 月份产量 45.7 万辆，1-11 月份累计产量 302.3 万辆，环比增长 15.1%，同比增

长 127.8%，累计同比增长 167.4%，新能源汽车保持强势增长。中汽协预计，2021

年中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 2610 万辆，同比增长 3.1%。其中，乘用车销量为 2130

万辆，同比增长 5.6%；商用车销量为 480 万辆，同比下降 6.4%；新能源汽车销量

为 340 万辆，同比增长 1.5 倍。

中汽协展望 2022，2022 年中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 2750 万辆，同比增长 5.4%，

其中，乘用车销量为 2300 万辆，同比增长 8%；商用车销量为 450 万辆，同比下降

6%；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500 万辆，同比增长 47%。

保守按照 2020 年乘用车用铝量为 138.6kg/辆和纯电动为 157.9kg/辆，商用

车也按照 138.6kg/辆作为计算基础，采用中汽协的预期数据作为量的基准，因此

2022 年乘用车新增用铝量为 23.56 万吨，乘用车为 4.158 万吨，新能源车为 25.264

万吨，预期 2022 年汽车部分保守新增用铝量为 52.9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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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汽车产量 万辆 图表 29 汽车产量同比数据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3.2.3 清洁能源转型，光伏用铝成为潜在增量代表

12月15日，“2021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暨（滁州）光伏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在滁州举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在演讲中指出，2021年中国光

伏装机规模预测下调，由55-65GW下调至45-55GW。展望2022年装机在巨大国内光

伏发电项目储备量的推动量下，可能增至75GW以上。按照1MW用铝19吨来计算，预

期2022年新增20GW的光伏装机量的计算下，预期新增原铝需求28.5W吨。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持续推进，电解铝产能“天花板”出现，21

年年内电解铝运行产能接近90%，预期22年产量增加有限。铝价后期走势集中在成

本端和需求端，成本端随着长协煤价的抬升，预期市场电价也会出现价格中枢的

上涨，又因高耗能企业不设电价上浮限制，预期电解铝用电成本也将进入中枢抬

升期。需求端，国内货币政策以稳为主，托底国内经济复苏，对地产和汽车消费

并不悲观，随着双碳政策的持续推进，能源结构改革将持续深入，光伏装机量将

进一提升带动相关铝型材的需求。

因阶段性供给没有增量和成本端的中枢抬升叠加需求有韧性，铝价大概率将

进入全新的价格区间，预期2022年年内价格将呈现震荡偏强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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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

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

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

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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