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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沉浮之后 可否涅槃重生 

——甲醇 2019年年度策略报告  

 

 
 
 

 存量供应方面，煤制产能占比有所提升，前 3 个季度利润持续好转。

进入 4季度以后，由于甲醇价格雪崩式坍塌，上游利润大幅回落。同

时合成氨落后产能则不断退出，甲醇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竞争

力进一步提升。 

 

 新增产能方面，2018年国内新增产能约 760万吨，国外产能投放主要

集中在下半年，全年新增产能 570万吨左右，而美国有望成为甲醇净

出口国。 

 

 进口方面，作为甲醇的主要进口国之一，2018年我国甲醇进口增速放

缓，1-10月累计进口量 613万吨，相比去年下滑明显。 

 

 传统下游方面，需求整体偏弱，而醋酸成为传统下游的亮点之一，虽

然传统下游产品增幅有限，但是绝大多数产品的绝对消费量并没有下

降，未来随着化工行业不断的研发新的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条，传

统下游的发展仍然值得期待。 

 

 新兴下游方面，沿海 MTO装置利润欠佳，随着装置重启以及下游利润

修复，对甲醇需求仍然可观。而甲醇燃料是新兴下游的增长亮点之一，

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和支持，甲醇燃料行业的发展空间依然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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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018年，甲醇整体保持先扬后抑走势，一季度，期货价格冲高回落，先是受焦炉气装置限产、天

然气装置停车以及及雨雪天气导致的物流不畅的影响，甲醇价格一路上涨到 3650 的高位。然而，随着

春节临近，部分下游企业停车导致需求骤减，叠加前期停车装置重启等利空因素，价格震荡回落。二

季度，由于国际装置集中检修导致国外流通货源减少，导致沿海库存持续低位，此外，原油价格持续

上涨，也在市场情绪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重心不断上移。进入三季度，受装置检修以及环保

督查导致的焦化限产等供给端利多因素的影响，甲醇市场持续走强，达到了 3520的相对高位，后期受

环保政策放松消息的影响，市场炒作情绪浓厚，期货价格由高位回落并维持震荡格局。四季度以来，

甲醇整体保持先扬后抑走势，10月初由于港口库存下降明显，叠加外盘装置停车增多等原因，甲醇价

格大涨至年内高位。随后受原油连续大跌以及下游 MTO亏损严重等因素影响，场内多空博弈较为激烈，

期货价格一路震荡下探到 2300的低位，进入 12月以后，随着原油价格企稳，甲醇价格出现反弹。 

图表 1  2018 年甲醇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二、基本面分析 

1、煤头产能异军突起 

2018年，我国甲醇产能达到 9000 万吨左右，同比增长 8%。，其中以煤为原料的甲醇产能达到 6700

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74%，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甲醇产能达到 1100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12%，以焦炉

气为原料的甲醇产能达到 1200 万吨，占总产能的 14%。可以看出，自 2008 年我国禁止天然气制甲醇

装置的审批以来，我国甲醇新增产能主要以煤制甲醇为主，占新增产能的 95%以上。与此同时，采用

先进煤气化技术的大型甲醇装置已经成为我国甲醇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而合成氨落后产能则不断退出，

目前合成氨闲置产能约为 1000万吨/年，其中大部分装置带有联醇，随着国内环保压力的增加，预计

这部分产能在未来几年也将逐步退出，届时甲醇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上游利润方面，采用不同工艺的上游企业利润整体良好，不论是煤制，焦炉气制，还是天然气制甲

醇，前 3个季度的整体利润都要高于往年的水平，达到了近几年的高位。然而，进入 4季度以后，由

于甲醇价格雪崩式坍塌，上游利润大幅回落。 

开工率方面，前三个季度开工维持高位，但进入四季度以后，西北部分气头装置限气停车，包括青

海桂鲁 80 万吨装置 10 月底停车，预计 2019 年 2 月重启；青海中浩 60 万吨装置 11 月初停车，预计

2019 年 2 月重启；内蒙古博源 100 万吨装置 11 月中旬降负停车，重启待定等，预计 11 月底到 12 月

初，西南地区也将有更多天然气制甲醇装置降负或者停车。预计 2019 年煤改气政策仍将持续推动，考

虑到国内气源增长相对缓慢以及储气设施的建设周期，即使天然气进口大幅增加，气荒问题短期内难

以解决，届时天然气制甲醇产能将再次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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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不同工艺路线占比                              图表 3   上游开工率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2、新增产能持续释放 

国内新增产能方面，2018 年全年新增产能约 760 万吨，具体而言，新能凤凰、山东金能、内蒙古

新奥以及安徽昊源等装置在上半年陆续投产，而延安能化、久泰能源、新能晋煤华昱等装置在下半年

投产，其中延安能化及久泰能源同期配套下游 MTO装置，对甲醇市场影响相对较小。另外，从区域分

布来看，西北地区新增产能 460 万吨，占比达到 60%，其中内蒙古地区新增产能 230 万吨，总产能接

近 1800 万吨，继续保持榜首位置 ；山东地区新增产能 170万吨，总产能超过 900万吨，稳居全国第

三位；华东地区新增产能 80万吨，占比 18%。 

图表 4  2018 年国内新增产能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国外新增产能方面，产能投放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其中美国 OCI175 吨装置 7 月份投产，伊朗

Marjan165万吨装置 8月份投产，伊朗另一套装置 Kaveh预计投产时间是 2018 年底，产量在稳步提升

中。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产能，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甲醇的净进口国，主要依靠从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进口保障甲醇供应。然而，得益于页岩气开发的稳步推进，大量低廉的天然气被用作甲醇生产的原

料，美国的甲醇自给能力在不断提高。预计 2019年，OCI合资企业 Natgasoline180万吨/年甲醇装置

产能将逐渐释放，玉皇化工在路易斯安那州StJamesparish新建180万吨/年的甲醇装置也将投入使用，

届时全球将有更多的流动货源进入中国市场。 

图表 5  2018 年国外新增产能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国家 装置 产能 投产时间

伊朗 Kaveh 230 2018底

伊朗 Marjan 165 2018年8月

美国 OCI 175 2018年7月

合计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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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增量稳中有变 

作为甲醇的主要进口国之一，2018年的甲醇进口增速放缓，上半年甲醇进口大约 370万吨，相比

去年同期减少 20 万吨左右，尤其是二季度份进口甲醇偏少，其中 6月份仅仅进口 46万吨，创造近两

年来的最低值，主要是由于国外部分装置集中检修，导致国外流通货源减少。三季度以来，随着外盘

检修结束，以及沿海的烯烃装置重启，甲醇的进口量逐渐回升，但是整体相比 2017 年仍明显偏低。目

前，国外装置除了伊朗 Marjan的 165 万吨装置 7成负荷运行，新西兰 Methanex 的 230万吨装置 6成

负荷运行外，其余整体运行平稳。 

图表 6   进口货源                                 图表 7  港口库存变化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库存方面，2018 年沿海甲醇库存整体偏低，具体来看，一季度，港口库存稳中有增，由于西北内

陆与港口套利窗口打开，内陆低价货源流入港口，港口库存逐渐累积；二季度以后，进入去库存状态，

国外装置的集中检修，使得流通货源减少，叠加国内部分甲醇装置的检修，导致区域间套利窗口关闭，

港口库存逐步下滑到年内低值；进入四季度，由于甲醇价格持续下跌，下游接货一般，再加上进口到

港量持续增加，港口库存持续累积。 

 

4、传统下游依旧可期 

传统下游方面，甲醛占比最大，主要用于生产聚甲醛（POM）和三醛胶水为主，POM因其性能优良，

以及低于其他许多工程塑料的成本，正在替代一些传统上被金属所占领的市场，在工业机械、汽车零

配件、电子电器等诸多工业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而三醛胶水主要用于制造人造板，与地产景气度相

关。过去几年，甲醛行业经过前期的快速扩张之后，由于产能严重过剩以及需求增速放缓，逐渐进入

发展疲软期，在经历了 2017 的环保升级以及淘汰产能之后，2018 年甲醛市场表现好于去年，受前三

个季度甲醇市场持续景气的影响，下游甲醛的开工率不断提升，由去年底的 40%逐步提升到 50%以上。

然而，四季度以后甲醇价格雪崩式坍塌，甲醛开工率再次回落。进入 2019年，我们认为，受汽车、家

电需求放缓和楼市调控影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整个汽车市场以及楼市已经进入到一个周期性的调整

阶段，除非后续有相关刺激政策出台，否则 2019年将大概率延续下滑态势，这也为聚甲醛（POM）和

三醛胶水这两大下游的需求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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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甲醇下游分布                                 图表 9  甲醛利润变化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醋酸也是甲醇传统下游之一，主要用于生产醋酸乙烯，醋酸乙酯、PTA 以及醋酐等，广泛用于纤

维，染料，医药以及农药等领域，其中醋酸乙烯、醋酸乙酯以及 PTA 占比最大，合计超过 60%。近年

来，由于煤化工产业的迅速发展，作为煤化工产业链的重要延伸，醋酸项目纷纷上马，其生产能力出

现跨越式发展，由 2007年的 360万吨飙升至 2014年的 800万吨，并在随后的几年保持相对稳定，产

能增加放缓，但是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由 2009 年的 50%上下，提升到 2017年的 80%左右。2018 年，

由于国外醋酸装置检修导致出口增加，醋酸价格大幅上涨，前三个季度醋酸市场均价达到 4595元/吨，

较去年同比增长 1833 元/吨，其中 6月份的醋酸价格一度达到近 10年来的峰值，生产厂家利润丰厚，

开工率进一步提升到 85%左右，这也推动国内醋酸产量再创新高。根据最新数据，大连恒力石化的 35

万吨装置有望于 2019 年初投产，整体投产压力不大，而作为拉动醋酸消费的三驾马车，下游 PTA、醋

酸乙烯以及醋酸酯整体需求稳中有增，我们继续看好醋酸行业成为甲醇传统下游的一大亮点。 

图表 10   醋酸开工率                               图表 11  醋酸利润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二甲醚是重要的传统下游之一，主要用于液化气的掺烧。整体来看，二甲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

问题，2007年以来产能爆发式增长，供大于求引发恶性竞争，生产厂家亏损严重，叠加环保限产等因

素影响，导致部分二甲醚装置长期停车，虽然产能高达 1300万吨，产量却不足 300万吨，行业开工率

长期徘徊在 20%上下。展望 2019 年，随着农村改造的进行，天然气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民用气的市场

正在逐渐萎缩，二甲醚的需求也不容乐观。 

总的来看，虽然传统下游产品增幅有限，但是绝大多数产品的绝对消费量并没有下降，只是增速

有所放缓，随着化工行业不断的研发新的甲醇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领域，传统下游的

发展仍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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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二甲醚消费结构                               图表 13  二甲醚开工率 

 

 

 
资料来源：金联创;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5、甲醇燃料成为新兴下游增长亮点 

新兴下游方面，烯烃外采甲醇接近 1500 万吨，其中华东 MTO 装置外采约 800 万吨，山东 MTO/MTP

装置外采约 350 万吨，沿海 MTO 装置对于甲醇的需求举足轻重。然而，9 月底以后，由于欧洲地区烯

烃需求偏弱，中东以及东南亚乙烯大规模转移到东北亚市场，导致区域内供需失衡，价格断崖式下跌，

从将近 1400 美元的高位/吨一路下跌到 920美元/吨上下。作为基础化工产品的乙烯与甲醇的下游产品

之间联动密切，随着乙烯价格的暴跌，甲醇制烯烃利润大幅走弱，下游产品比较单一的企业更是持续

亏损，部分装置开始降负甚至停车，其中浙江兴兴 69万吨 MTO装置 10月率先停车，随后中原乙烯 20

万吨装置 11月初停车，而山东联泓化工目前 8成负荷运行，山东阳煤恒通目前 6成负荷运行，宁波富

德装置 7 成负荷运行等，对于甲醇的需求减少。近期，随着甲醇价格下跌以及烯烃价格的反弹，MTO

的利润修复明显，其中华东 MTO亏损大幅收窄，已经恢复到 9月底的利润水平，我们认为未来随着兴

兴等装置的重启和负荷的提升，甲醇的需求将会重新启动，未来需要密切关注 MTO装置的运行情况。 

图表 14    MTO 利润                                 图表 15  鲁北 MTP 利润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研究所整理 

     甲醇燃料也是新兴下游的增长亮点之一，近 5 年来，甲醇燃料、甲醇锅炉等产业发展迅速，年

复合增长率超过 30%，年需求量超过 1000 万吨，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安徽以及山东等地。尤其是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雾霾问题，进一步加速了甲醇燃料汽车的推广。研究表明，相比汽油动力发动机，

甲醇燃料汽车的有害气体排放量减少 93%，而甲醇本身的价格也就相当于柴油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因

此使用甲醇燃料可以减少影响健康的雾霾成因物质的排放，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自 2012年起，工信部

在国内五省的十个城市组织开展了甲醇汽车试点工作。从 2016 年开始，由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会

同有关部委陆续对甲醇汽车试点工作进行验收，至 2018 年年初，已完成了所有验收工作。经过几年的

稳步推进，社会认知度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在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山西、陕西、贵州等省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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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醇汽车反映积极，各省正制定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此外，为了解决燃煤引起的环保问题，国家在近几年积极推出“煤改气”政策，这一政策虽然效

果显著，但也导致国内天然气需求量明显增加，供应缺口迅速放大，2017 年供暖季出现严重气荒，国

内部分 LNG价格飙升至 9000-10000元/吨，而国内天然气产量增速缓慢，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持

续走高，2018年已经接近 40%，严重依赖进口。而甲醇燃料作为一种新型清洁燃料，它的出现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天然气供应紧张局势。除了替代汽柴油，用于各种机动车外，甲醇燃料还广泛用于工业

锅炉、船用燃料以及其他新兴领域。2019年，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和支持，以及甲醇燃料相关

产业的逐步完善，甲醇燃料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三、 总结及展望 

回顾 2018年，甲醇整体保持先扬后抑走势。从基本面来看，甲醇产能结构进一步优化，煤制产能

占比有所提升，前 3个季度利润持续好转，并达到了近几年的高位。进入 4季度以后，由于甲醇价格

雪崩式坍塌，上游利润逐步减少。新增产能方面，2018 年国内新增产能约 760万吨，国外产能投放主

要集中在下半年，全年新增产能 570万吨左右，而美国有望成为甲醇净出口国。传统下游方面，需求

整体偏弱，而醋酸成为传统下游的亮点之一，虽然传统下游产品增幅有限，但是绝大多数产品的绝对

消费量并没有下降，未来随着化工行业不断的研发新的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条，传统下游的发展仍

然值得期待。新兴下游方面，沿海 MTO 装置利润欠佳，随着装置重启以及下游利润修复，对甲醇需求

仍然可观。而作为新兴下游的增长亮点之一，甲醇燃料、甲醇锅炉等产业发展迅速，随着国家对环保

问题的重视和支持，甲醇燃料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展望 2019年，甲醇供需格局将趋向紧平

衡状态，价格重心或将上移，需要关注国内外新增产能的投放进度以及 MTO装置重启时间等。 

 

 

 

 

 

 

 

 

 

 

 

免责声明： 

本报告立足于结合基本面及技术面对市场价格运行趋势及轮廓进行整体判断，提示可能存在的投

资风险与投资机会。报告中的信息均源自于公开材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

保证。报告仅作参考之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所述期货品种的买卖建议，我们也不承担因根据

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 号东海证券大厦 8 层 
邮政编码：200125 
公司网址：www.qh168.com.cn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