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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镍：有色衔接黑色的一对好 cp 

2016 年锌镍是基本金属率先扛起供应侧大旗的两个代表，同时也是有色衔接黑色

需求端的两个代表。需求都保持增长、矿产量也都在收缩，但锌镍价格表现的差异

较大。可竞争替代的原料实际产能差异和隐形库存消耗差异，可能是主要原因。 

要点： 

 锌的供应缺口修补和隐性库存消耗将在今明两年初步完成 

 镍明年的需求平稳条件好于锌的需求增幅预期回落 

 有色金属品种之间科技进步和需求竞争替代的关注增加 

 镍技术形态的底部回升对应锌中期强势形态的平稳休整 

 金融市场的风险振荡叠加释放可留心明年二季度末 

在价格机制作用下，2017 年全球锌矿山开始面临复产动力，但

主要大矿山的复投产将集中在 2018 年，2016 年度国外锌精矿供应

减少了 110 万吨，2017 年度供应新增可修补 60-70 万吨，隐性库存

的消化和供应修补还会持续。 

镍的受益黑色需求将在明年进一步显现，对接的是房地产投资

周期的后端刚需，而新能源电池和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材料的需求

增长则有望成为十三五期间的镍需求新动能。锌受益于黑色需求对

接的是镀锌板的汽车换代周期，十三五期间的需求增幅预期平稳回

落低增长均值水平，且新需求增长极相对单一。 

伦镍中期底部支持参考 10000 美元，中期反弹试探压力对应

14000 美元。伦锌中期强势休整支持位参考 2590 美元，多空转换位

参考 23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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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镍：有色衔接黑色的一对好 cp 

第一部分：市场回顾 

2016 年锌镍表现关键词：供应唱戏、需求支持、受益黑色 

图一  黑色春江水暖，沪锌反转最稳，沪镍台阶回升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倍特期货 

钢材和有色品种最低点价格出现的时间都大体落在 2015年底的 11 月底到

12 月初。有色系率先举起了供应侧调整的大旗，黑色系则是春节前后春江水暖

的主力军。 

从走势形态来对比，沪锌的趋势反转在春节前后确立，并几乎呈现为单边

回升最稳的顺向修正结构；热卷钢材的走势更类似于大三段的宽幅振荡回升结

构，二季度的杀跌力度也高于有色的锌镍；沪镍的走势相对更为迟钝，春节之

后才真正确认中期的形态低点，并且反弹回升结构也更类似于爬台阶的表现。 

仓量状态的变化对比，沪锌最早确立空头认赔格局，并且进入四季度之后

基本不再增仓了；沪镍的增仓推动持续的时间最短也最不明显，产业资金在沪

镍的态度转变显得相对最迟钝；钢材热卷的资金参与热度几乎贯穿全年，并且

增仓推涨和增仓杀跌的表现并存，程序化资金技术博弈的特点更加明显。 

年内涨幅对比，沪锌 103%，沪镍 55%，热卷 110%，黑色领衔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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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锌镍市场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锌的供应缺口修补和隐性库存消耗将在今明两年初步完成 

锌的供应题材的故事，其实从 2014 年底就开始憧憬了。现在回过头来一

看，2015 年四季度锌市场的杀跌是在外矿的产能关停已经开始兑现的情况下出

现，确实具有对中期供需关系变化的非理性预判反应，属于市场定价误判。由

于出现了 2015 年四季度的市场定价误判，才导致沪锌期货在 2016 年度商品市

场整体反弹的大背景下，还能获取超过 50%的阿尔法收益，在国内商品期货品

种之中的超额收益领先。试想一下，如果嘉能可的 50 万吨产能不被迫关停，

沪锌价格始终维持在 15000 元不破，那今年沪锌市场恐怕在 2 万一线就打住休

息了，锌就又变成今年表现垫底的品种了。就像白糖和黄金类似，没有打出超

跌空间，今年也就难有超额的阿尔法收益。 

根据国际铅锌小组和安泰科方面的行业供应评估统计，锌市场在 2016 和

2017 年度连续两年的供应缺口基本成为定局。由于 2016 年度锌市场留下的供

应缺口在 2017 年度只能部分被补充修补，所以隐性库存的转移消耗仍将继续，

留待 2018 年度才会完成供应缺口的最终修补完成。如此，经过两年的隐形库

存消耗，全球锌市场的供应蓄水池也将回到更加可持续的规模上。 

2016 年 1-10 月份，国内铅锌矿产量逐步扭转前 9 个月同比下滑的势头，

转为同比持平。有色工业协会预计全年国内精锌产量将增加 8 万吨左右，行业

的效益改善与价格回升并不同步，主要受加工费下滑的影响。国内今年锌消费

明显好于预期，全年预计需求增长 4%，主要受到镀锌板的需求带动。 

根据国际铅锌小组的展望预估：2016 年全球锌需求增长 0.6%，2017 年全

球增长 2.1%，中国明年需求增幅将低于今年，而中国之外的地区需求增幅则加

快。全球锌矿供应展望：2016 年全球下降 5.6%，2017 年全球增长 5.9%，中国

供应均保持增长，抵消中国以外地区今年下降 11.7%的影响。全球精锌供应展

望：2016 年全球下降 3.2%，2017 年全球增长 2.9%，中国明年供应加快。明年

的增长点在于印度产量恢复、中澳产量增长。整体上看，2016-2017 年全球精

锌市场的短缺仍将持续。 

2017 年行业各方的供应动态变化预估是，2017 年国内锌精矿产量预计增

加 20-25 万吨；增产将集中在甘肃内蒙；2017 年国外锌精矿产量预计增加 45

万吨，嘉能可的复产是供应的关键变量；2017 年比价恢复后利于国内增加进口，

这也会导致国外的隐形库存流入国内。 

根据 CRU 方面的评估，全球锌市场的隐性库存已经从 180 万吨下降到目前

的 130 万吨左右，如果明年再实现 50 万吨的隐性库存去化，则全球锌市场的

隐性库存规模从蓄水池的角度将变得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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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机制作用下，2017 年全球矿山开始面临复产动力，但主要大矿山的

复投产将集中在 2018 年，2016 年度国外锌精矿供应减少了 110 万吨，2017 年

度供应新增可修补 60-70 万吨，隐性库存的消化和供应修补还会持续。 

图二 2016 年消耗隐性库存，2017 年部分回补供应缺口，2018 再求平衡 

 

*数据来源：安泰科，2016 铅锌周 

二、镍明年的需求平稳条件好于锌的需求增幅预期回落 

锌和镍出身在有色金属系列，而两个品种的主要需求应用领域，则对接的

都是钢材板材领域，是有色对接黑色需求的两个代表。据统计，镀锌板需求占

锌需求的 3 分之 2，且 2015 年以来是需求保持增长的唯一领域；镍作为不锈钢

原料，不锈钢需求占到镍需求的比例超过 80%，但新能源汽车对电池材料的需

求则是镍下游需求的新增长极，安泰科方面预计十三五期间新能源电池材料的

镍需求年均增幅将达到 15%。 

 表一      有色金属十二五和十三五的需求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安泰科，2016 铅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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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在衡量锌镍品种的供需动态调整变化时，对于需求增长的中期预估

变化，镍下游需求的平稳增长条件要好于锌需求增幅的预期回落。 

根据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十三五规划的评估，十三五期间国内锌消费需求

的年均增幅将下降到 1.7%，锌需求增长将进入低增长的峰值平台期，并且很可

能在十三五末期达到需求的峰值。国内锌需求的增长点将主要依赖镀锌板的需

求增长。今年前 10 个月，国内汽车产销两旺，实现销售 2201.72 万辆，同比增

幅高达 13.83%，这得益于购置税减半的政策刺激和换代升级的需求施放。2017

年在税收优惠到期后，汽车销量对锌需求的增量将更集中在中高端车型的换代

需求，需求基数可以保持平稳，而需求增幅则预期从高位回落，同时中高端车

型还面临轻量化高强度铝合金材料的竞争。所以锌需求增幅回归十三五预估的

低增幅水平是合理的评估。 

图三 今年前 10 个月汽车产需两旺对镀锌板的表观消费提振明显 

 

*数据来源：安泰科，2016 铅锌周 

根据 2016 国家镍铬工业年会的分析，镍作为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三元

动力电池的关键支撑材料，在促进转型升级和提升有效供给方面，逐渐增强产

业需求发展的新动能。 

从传统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不锈钢生产消费在 2017 年将受益于钢铁行业

的整体效益提升，2015 年形成的黑色钢材行业效益下滑倒逼镍原料的压力将逐

步逆转，下游的价格回升接受能力将提升。不锈钢的需求属性体现为消费升级

和房地产投资周期的后端刚需属性，2015 年底和 2016 年上半年释放的国内房

地产购买需求，将在 2017 年迎来交房搬新的不锈钢需求再支持，也就是说 2017

年镍下游的不锈钢需求对接的才是本轮房地产去库存的主力军需求，镍下游的

不锈钢需求同比增幅将在明年平稳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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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镍的受益黑色需求将在明年进一步显现，对接的是房地产投资

周期的后端刚需，而新能源电池和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材料的需求增长则有望

成为十三五期间的镍需求新动能。锌受益于黑色需求对接的是镀锌板的汽车换

代周期，十三五期间的需求增幅预期平稳回落低增长均值水平，且新需求增长

极相对单一。 

因而，对于镍市场明年的供应题材关切可以降低，更多着眼在镍市场隐性

库存的消化进展，以及原料产能外移外倚之后的成本支撑稳定上。今年前三个

季度，国内电解镍产量同比下降 7.8%，含镍生铁产量同比下降 5.2%，供应环

节整体延续 2015 年年报提示的进口替代趋势，印尼的低成本进口镍铁对国内

的产能替代是一个确定的发展趋势，镍铁-不锈钢联产技术的推广对于电解镍的

原料竞争仍构成压力。沪镍期价今年所呈现的台阶式回升状态，与原料供应环

节的牵制和需求滞后显现的特点也吻合。 

三、有色金属品种之间科技进步和需求竞争替代的关注增加 

2016 年铅锌周的嘉宾讨论过程中，对于有色金属品种之间的需求竞争替代

关注增多，同时在有色金属需求增幅由高增长转向低增长的过程中，行业科技

进步对于价格中期定价中枢的影响也被更多关注。 

2016 年沪锌现货价格与沪铝现货价格之间的价差，一度达到 8000-10000

元，这样的金属价差水平下，行业人士提出锌合金的需求将面临铝合金部分的

需求替代，并不是锌价格涨的越高对锌行业就更有利。 

历史上在铜价格暴涨并居高不下的阶段，行业下游关于铝代铜的讨论也不

少，包括线缆和空调行业对于铝铜需求的成本竞争替代也取得应用的实际成

果。现在在汽车高端产品换代升级中，高强度铝合金的轻量化需求竞争优势，

对于未来镀锌板的升级换代需求是个挑战。镍铝锌三个产品在家用家电家装和

交通基础设施产品之中的需求竞争替代也会相互渗透。由此我们将几个金属品

种之间的历史价差范围和均值水平加以粗略对比统计，沪锌对沪铝的历史高点

价差峰值约 9000 元，今年沪锌对沪铝的高点价差峰值则突破 10000 元；沪镍

对沪锌和沪铝的去年低点价差分别为 51000 元、53000 元，去年高点价差分别

为 96000 元、100000 元。品种之间价差的变化虽然受供应的预期变化推动，但

价差偏离历史峰值高低的需求竞争作用，也会逐步显现。 

科技进步的角度，一方面通过节能减耗的新工艺和低成本原料的运用，使

得有色金属品种的成本竞争力提升，一方面也会推动有色金属品种需求竞争领

域的增加和提升。国际镍钴工业大会上，国际镍协会的镍需求的拓展应用范例

介绍是，东亚地区将不锈钢波纹管在城市进户供水网络中应用，使得渗漏造成

的损失大幅度降低，提供大幅度降低全寿命成本的市政供水应用技术，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明显。另外，港珠澳大桥在建筑中使用的双相不锈钢钢筋使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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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高达 125 年，充分体现了镍在建筑物全周期成本上的巨大优势，也将

进一步推动镍在基础设施大工程项目的应用。 

因此较低的镍和不锈钢价格有利于替代其他材料，而不是被替代，镍和 300

系不锈钢的需求将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这是镍投资消费品属性方

面的小亮点。从中期角度的远虑而言，下图所示的下游不锈钢需求提振与电解

镍去库存相对滞后的差距，提示镍这个品种所面临的镍铁原料一体化竞争和原

料部分替代的影响，但短期可暂不考虑。 

图四 300 系不锈钢产量今年的增长是镍需求的一个小亮点，对应主要库存

集散地的 300 系不锈钢库存下降，明年继续期待镍下游的需求支持体现。电解

镍显性库存向国内转移，对应的沪伦显性总库存去库存的效果仍欠火候，WBMS

对于全球镍供需评估已显示当期转为供应短缺状态。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四、镍技术形态的底部回升对应锌中期强势形态的平稳休整 

由于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的灵活度增加，金属系列的比价除了跟内外供需

差异相关的升贴水外，受到汇率基准水平的变化影响提升。更主要的，镍原料

产能向印尼等矿产能主产区转移已经是一个确定的趋势，镍的隐性和显性库存

消化补充也继续占据内外套和期现套的主体，所以我们在研判明年镍市场的整

体价格中枢和技术卡位关键价区的时候，建议更多的以伦镍作为技术进退的参

考。 

目前伦镍的技术形态和走势综合状态的提示相对明确，即今年下半年以来

的伦镍期价平台区间上移，收复了 2015 年四季度跌幅区域，完成了中期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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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扭转及见底确认，维持了低位增仓量和资金换手的稳定人气，是中期产

业底和中期技术底的双重确认。 

图五  伦镍月线级别的底部形态伴随持续增仓和技术指标的全面修好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倍特期货 

伦镍由于技术进步和竞争替代原料的影响，中期趋势研判的形态高点区域

已经不再适合用 2007 年的历史峰值价区了，这和我们看股票超级权重周期股

的上市峰值类似，象征意义更大。而从 08 年产业周期低点被收复和全球行业

60%现金成本位 10000 美元之下被确认底部的角度，伦镍期价明在需求支持验

证和产业结构自我修复引导下，向 2011 年之后的中期下降压力线发起试探，

符合技术形态的指引，这个中期下降压力线和月线级别的 5 年移动平均成本及

20 年移动平均成本线大体吻合，形成长中短的交汇叠加。根据行业的全球产能

30%现金成本位的评估，13500-14000 美元区域仅刚好实现高成本产能的成本

价区，所以明年镍外盘对于这个区域的台阶回升试探，也仅仅是实现高成本产

能的保本自救而已，供应激励仍谈不上。 

伦镍中期底部支持参考 10000 美元，中期反弹试探压力对应 14000 美元。 

锌价今年自年初以来的回升势头，尽管涨幅不如黑色系，但稳定度和调整

结构的顺向平稳表现，在国内商品之中却是领先的。明年锌市场的供应补充解

铃人着重关注嘉能可的动向。对应在伦锌期价的走势表现预估，上下卡位的价

区指引也相对明确。 

伦锌期价有效穿越并站稳 2010 年形态高点区域后，中期强势形态确立。

2017 年中期波动价区的各自诚意位卡点对应在三条线。我们先尊重今年中期回

升趋势回升和突破的有效性，则 2017 年伦锌期价保持中期强势休整平稳的第

一条诚意线，对应在 2590 美元，即 2010 年历史平台的实体上沿。第二条线按

照 2009-2010 年回升与今明两年的回升波段性质等同波幅等长，则伦锌期价本



倍特期货研发中心      9 

次供应侧激励的中期重要压力线在 3100 美元一线，对应的也是伦锌期价 2007

年头肩顶颈线位的反压。第三条线是中期偏弱休整调整的多空转换诚意线，对

应在 2360 美元一线，这是 2014-2015 年两次中期反弹的实体平台上沿，也是

今年三季度整理形态的区间上沿，这里如果再跌破，则供应侧的故事大概率也

就翻篇了。 

图六  伦锌期价本次回升波段与 2009-2010 年回升波段有类比性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倍特期货 

伦锌中期强势休整支持位参考 2590 美元，多空转换位参考 2360 美元。 

五、金融市场的风险振荡叠加释放可留心明年二季度末 

今年金融市场各方对于风险防范的担心准备较多，英国脱欧、美国大选、

意大利公投、年底美元加息的应对准备等，结果几个黑乌鸦意外反倒变成了反

转剧，金融市场在年底时段还演绎了风险资产的一次大联欢。 

经过了国内债市去杠杆的风险释放，经过了年底前应对美元加息的人民币

汇率浮动机制的风险检验释放，在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明年稳中求进的治国理政

总基调背景下，明年国内结构调整的金融风险因素明显降低，从各市场主体到

政策制定执行环节，都更加适应市场机制和内外两个大局的综合影响考量。 

有色系明年的牵引变化的关键变量仍在外围，相对的外围的风险因素和政

策不确定风险仍在欧美。从事先风险防范准备的角度，可以关注的可能线索是： 

二季度末的欧元区大选选情急剧右转，对应欧美金融市场风险偏好的逆转

叠加释放。 

川普执政团队开始运作后，与中国相关的地缘形势和政策风险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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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 

镍市场中期技术底和产业底双重确认后，明年关注黑色系对接需求引导的

反弹支持释放，以及新需求增长极的动能积聚推动，产业结构自我修复下镍价

格向高成本产能成本价区的保本自救预期合理，依托中期均线低买合适。 

伦锌价格本次中期回升波段与 2009-2010 年回升波段有类比性，等长波幅

下的中期强势形态转为平稳休整准备，三条诚意卡位的技术位在形态对应上也

相对明确。等待明年供应缺口的部分修补和隐性库存消耗的继续完成。 

沪锌操作上反弹依托今年四季度高点可重新保值，投机交易参考伦锌 2590

美元不破则仍偏多振荡休整的上下卡位思路对待，不破不翻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