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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硫酸行业供需状况

2017年硫酸产品结构

隆众资讯统计：2017年我国硫酸

产能在1.21亿左右。硫磺制酸产

能在5383万吨左右，冶炼酸产能

在4178万吨，矿石酸产能在2326

万吨左右。

产能情况



供应：2018-2019计划新增产能（部分数据）

新增产能分布

厂家名称 所在地 制酸种类 硫酸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运城 冶炼酸 130万吨/吨 计划2019年投产

赤峰云铜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 冶炼酸 120万吨/年 计划2018年10月投产

福建东南铜业 福建宁德 冶炼酸 120万吨/年 2018年8月份投产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公司 扶绥县 冶炼酸 120万吨/年 计划2019年初投产

黑龙江紫金铜业 齐齐哈尔市 冶炼酸 60万吨/年 计划2019年6月投产

赤峰金剑铜业有限公司 赤峰 冶炼酸 60万吨/年 计划2019年投产

阳谷祥光铜业 山东阳谷 精制酸 15万吨/年 计划2018年下半年投产

山东建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 硫磺酸 30万吨/年 计划2018年12月投产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滨阳阳信 硫磺酸 10万吨/年 计划2018年下半年投产



供应：开工率

2017-2018年重点地区硫酸开工率

隆众资讯统计：2018上半年我国

整体开工率在69.56%，较去年同

期下降3.48%。

开工率下降



供应：产量对比

2017-2018年国内硫酸产量对比

隆众资讯统计： 2018年

上半年我国硫酸总产量为

4152.2万吨，较去年同期

减少8.9%。

产量下降

原因：

1、严峻的安全环保形势

2、硫磺酸在成本压力下减产或停产

3、上半年部分主力酸厂停车检修



供应：产量对比

2018年国内硫酸产量对比（分省）

上半年西南地区仍然是我

国硫酸的主产地，其次是

华东和华中。

产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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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产量对比

2017-2018上半年国内硫酸产量对比

隆众资讯统计：2018年上半

年我国硫酸总产量为4152.2

万吨。云贵川仍是我国硫酸

我国硫酸的主产地。

产量下降
省份 2017年上半年 2018上半年 同比

云南 638.92 684.72 7.17%

贵州 436.71 359.59 -17.66%

四川 403.29 230.53 -42.84%

重庆 93.47 85.71 -8.30%

安徽 278.28 304.62 9.47%

江苏 213.74 123.5 -42.22%

山东 284.65 241.51 -15.16%



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

硫酸表观消费量在2101.32，

同比下降8.05%。

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中国硫酸行业供需状况

2017-2018年中国硫酸表观消费量对比

1月-2月 3月

2017年 1495.16 790.13 

2018年 1387.62 7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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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硫酸进口情况

2017-2018年一季度中国硫酸进口对比

2018年一季度中国硫酸进口按产销国分析

月份
硫酸进口

2017年 2018年 同比

1月 13.43 8.56 -36.26%

2月 10.02 9.46 -5.59%

3月 13.44 7.59 -43.53%

合计 36.89 25.61 -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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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硫酸进口情况

2017-2018年一季度进口量按海关对比
2018年一季度中国硫酸进口按海关分析

3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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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关 青岛海关 天津海关 黄埔海关

合肥海关 上海海关 其他海关名称 2017年一季度 2018年一季度

南京海关 7.74 9.755

青岛海关 13.34 8.10

天津海关 2.96 4.44

黄埔海关 2.70 1.96

上海海关 0.45 0.31

大连海关 0.034 0.066

单位：万吨



中国硫酸出口情况

2017-2018年一季度中国硫酸出口对比 2018年一季度中国硫酸出口海关分析

80%

17%

1% 1% 1%

南京海关 南宁海关 昆明海关 上海海关 其他

月份
硫酸出口

2017年 2018年 同比

1月 0.1 8.84 8740.00%

2月 0.04 0.14 250.00%

3月 0.07 5.09 7171.43%

合计 0.21 14.07 6600.00%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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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走势：三种制酸价格（市场价）



价格走势：硫磺酸价格（市场价）

利空：

1、低价冶炼酸冲击

2、下游市场萎靡

利好：

1、原料价格高位，有一定成本支撑

2、部分硫磺酸企业减产

3、部分硫磺酸企业停车



价格走势：冶炼酸价格（市场价）

利空：

1、化工行业在环

保以及安全因素

牵制下，开工受

限

2、化肥市场启动

缓慢，复合肥开

工低位

3、周边地区低价

酸冲击

利好：

1、山东阳谷临时

停车检修；

2、安徽铜陵有

色、广西金川出

口稳定。

3、湖北地区化肥

市场启动。



价格走势：冶炼酸价格（市场价）

利空：

1、化工行业开工受限

2、化肥市场启动缓

慢，复合肥开工低位

利好：

1、河南地区酸企开工

受限，部分企业关停，

供应缩减；

2、内蒙古赤峰云天化

需求稳定；



数据展示—矿石酸价格（市场价）

利空：

环保压力下，下游企业开工不足

利好：

山东矿石酸企业停车检修供应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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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析：硫磺酸

1、盈利空间小

2、低价酸冲击

企业面临的问题

项目 耗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原料成本
0.33吨硫

磺
1360（元/吨）453.3元

硫磺价格按1360元/吨。1吨硫
磺酸原料成本在1360*0.33

脱盐水耗 1.2吨 3.4（元/吨） 4.08元 当前水费3.4元/吨

电费 60度 0.6（元/度） 36元 当前电费0.6元/度

设备、人
工

70元 70元 人工费用 设备折旧

尾气脱硫 20元 20元 尾气脱硫费用

副产蒸汽 1.2吨 170（元/吨） -204元
蒸汽费用：
夏季170元/吨
冬季 200元/吨

成本合计 379.38元

利润 30元 不含硫磺到场运费

以目前硫磺价格来核算，

很多企业处于亏损阶段。

部分单生产硫磺酸企业

被迫关停。需要使用蒸汽

的企业也选择减产止损。

无利可赚甚至亏损



成本分析：冶炼酸

有色金属冶炼制酸成本利润分析

冶炼酸最大的优势在于其

属于金属冶炼的副产，没

有原料成本。在市场行情

不佳的情况下，冶炼酸企

业可以不计成本出售，对

市场冲击很大。

利润较为丰厚
项目 耗量 单价 金额（元） 备注

原料成本 0 0元 属于副产

电耗以及污水
处理

50元 50-70元
电费以及废水处理

费用

人工设备 50元 50元 人工费用 设备折旧

辅助材料 10元 10元
硫酸亚铁、漂白剂、
纯碱、块石灰等

尾气脱硫 10元 10 10元

成本合计 120-150元
利润 60-180



成本分析：矿石酸

硫铁矿制酸成本利润分析

较硫磺酸而言，硫铁矿制

酸较硫磺制酸而言有微薄

的利润。不过近几年随着

环保力度的逐渐加大，硫

铁矿制酸整体开工情况并

不理想。

利润微薄项目 耗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原料成本 33% 350（元/吨） 350

脱盐水耗 1.1吨 3.4（元/吨） 3.74 当前水费3.4元/吨

新鲜水耗 5 2（元/吨） 10

电费 110度 0.6（元/度） 66 当前电费0.6元/度

设备、人
工

50 70 人工费用 设备折旧

尾气脱硫 10 20 尾气脱硫费用

废水、废
渣

20 废水废渣处理费

副产蒸汽 1.1吨 100（元/吨） -110
中压蒸汽100元/吨或者

弃用

副产铁粉 0.4吨 540（元/吨） -216 铁精粉540元/吨

成本合计 213.74

利润 46



行业现状

1、产能过剩：近几年国

内新增产能大部分为冶炼

酸，冶炼酸在行业中占比

逐年加大。

2、下游需求跟进不足：

冶炼酸多用于工业，近几

年在环保和安全监察的制

约下，下游开工情况一直

不理想，需求缩减。

行业面临的问题

3、原料成本高：硫磺价

格高位，硫磺酸价格却上

涨乏力，企业经营压力大。

4、环保成本越来越高：

环保问题逐年加大，企业

环保成本也越来越大，加

大企业的生产压力。

厂家名称 所在地 制酸种类 硫酸产能 计划投产时间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运城 冶炼酸 130万吨/吨 计划2019年投产

赤峰云铜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 冶炼酸 120万吨/年 计划2018年10月投产

福建东南铜业 福建宁德 冶炼酸 120万吨/年 2018年8月份投产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公司 扶绥县 冶炼酸 120万吨/年 计划2019年初投产

黑龙江紫金铜业
齐齐哈尔

市
冶炼酸 60万吨/年 计划2019年6月投产

赤峰金剑铜业有限公司 赤峰 冶炼酸 60万吨/年 计划2019年投产

阳谷祥光铜业 山东阳谷 精制酸 15万吨/年 计划2018年下半年投产

山东建龙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淄博 硫磺酸 30万吨/年 计划2018年12月投产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
公司

滨阳阳信 硫磺酸 10万吨/年 计划2018年下半年投产



下游市场：黏胶

1、环保因素：下游纺织

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2、中美贸易战：原料进

口方面压力大，对下游纺

织也有一定影响。

3、人民币贬值

对黏胶原料的价格也造成

很大影响。

行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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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分比



下游市场：钛白粉

1、整体供应减少 ：长江

沿江的钛白粉企业开工仍

受影响，徐州钛白、中核

钛白无锡基地、镇钛化工

不同程度减产、停产；龙

蟒佰利联焦作基地减产

10%；山东淄博环保小组

将常驻至2019年4月份。

下半年形势

2、新增产能增加有限：

原计划2018年下半年投产

的设备目前只有中核钛白

试生产，年产能10万吨，

还未进入市场。

2018年国内钛白粉开工率

3、下游需求量有限：仍

有大量中小型涂料、造纸

企业被迫关停或搬迁

2018年国内钛白粉价格走势



下游市场：己内酰胺

整体供应减少 ：国内己内

酰胺厂家基本能满足国内

对己内酰胺的需求，上半

年度进口己内酰胺量较去

年有所减少，出口仍不景

气，国内己内酰胺市场受

国外货源价格变动的影响

在逐步减弱。

下半年形势
国内己内酰胺开工率走势



目
录
页

中国硫酸行业供需状况

上半年国内硫酸整体走势

目前国内硫酸行业现状

后期市场走势以及预测



后期市场走势以及预测

1、出口量稳定：下半年

出口情况依旧乐观，双狮、

金川、铜陵有色出口稳定。

2、局部地区供应收紧：

下半年局部地区主力酸厂

计划检修，或将为当地市

场带来一定支撑。

利好

1、安全环保检查：安全

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常态，

落后、高耗能企业将逐渐

被淘汰。。

2、新增产能：

下半年不少新增产能投产，

加重了市场供大于求的局

面。

3、复合肥市场不乐观

原料价格，农民种植积极

性不佳，旺季不旺。

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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