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冬预期下甲醇仍存上行动力 

 

内容提要 

拉尼娜现象就是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变冷的情况。东南信风将表面被太阳晒热的

海水吹向太平洋西部，致使西部比东部海平面增高将近 60厘米，西部海水温度增高，

气压下降，潮湿空气积累形成台风和热带风暴，东部底层海水上翻，致使东太平洋海水

变冷。对于国内来说，拉尼娜气候会导致冷冬的出现，从历史数据来看在多数拉尼娜事

件达到盛期的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比常年更加频繁，且强度偏强，我国中东部

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概率较大。 

对于甲醇来说，冷冬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甲醇供应。冷冬会提升国内冬季天然气供暖

需求，部分地区会缩减工业用气的用量而保正供暖需求，国内甲醇气头装置会出现季节

性停车降负荷的情况。从产能占比情况来看，国内天然气制甲醇装置产能占比 10.49%约

1067万吨/年的产能，而海外基本上均为天然气制甲醇装置，也会存在气头装置降负停

产保证民用供暖需求。 

 

操作建议  
随着“双拉尼娜”气候带来的冷冬预期逐渐兑现，国内外气制甲醇装置由于限气的

影响将出现停车降负的情况，甲醇供应存在缩减预期，对于甲醇价格或将形成支撑，关

注国内外甲醇装置限气进度，01合约上方目标关注 3000-3200。 

 

风险提示 

1、全球疫情再度爆发；2、煤炭价格大幅回落；3、国内外限气不及预期 

一、拉尼娜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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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正式发布报告称，连续第二年的拉尼娜

现象已经到来，并且有可能在 2021年年末—2022年年初持续维持或有所发展，这将和

2020年年末—2021年年初的拉尼娜现象组成一组“双峰拉尼娜”。 

且据国家气象中心此前发布的消息，今年冬天发生拉尼娜现象基本成为定局。拉尼娜

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它与厄尔尼诺现象正好相反，

是热带海洋和大气共同作用的产物。鉴于 2020年至 2021年秋冬季曾出现过拉尼娜事件，

因此 2021年将是“双拉尼娜年”。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自 1950 年以来发生的拉尼娜事件中，在多数拉尼娜事件达到

盛期的冬季，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比常年更加频繁且强度偏强，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低的概率较大，。而对于今年的“双拉尼娜”气候对热带和副热带的影响可能会

变得更加大，这也就意味着双拉尼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可怕的的极端天气。 

图 1 1950年以来发生的拉尼娜事件 图 2 拉尼娜年我国冬季气温距平 

  

数据来源：国家气候中心，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国家气候中心，优财研究院 

一般冬季由于气温下降，国内外供暖需求会出现明显增加，这会直接推动能源价格的

上涨。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季节性数据来看，在一般情况下四季度原油上涨的概率相对其

他季度明显偏高；从国内天然气价格季节性数据来看，每年四季度末到一季度初时，国内



LNG价格普遍高于其他季度，尤其在 2017年和 2020年存在拉尼娜气候的状态下，这种情况

更加明显。若今年冷冬预期兑现，能源价格仍存在继续上行的动力。 

图 3 ICE原油日度期货结算价（美元/桶） 图 4 中国 LNG日度均价季节图（元/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二、冷冬对于国内甲醇供应的影响 

根据甲醇生产原料来分类，可分为煤制甲醇、天然气制甲醇和焦炉气制甲醇。由于我

国“多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因此国内甲醇主要以煤制甲醇为主，根据 2020年统计的

数据来看，截至 2020年底国内甲醇总产能 10120万吨，其中煤制甲醇产能 7852万吨、天

然气制甲醇产能 1067万吨，焦炉气制甲醇产能 1163.5万吨，尾气制甲醇产能 37.5万吨。 

 

 

 

图 5：国内甲醇产能分布 ：按原料分类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一般情况下随着四季度国内温度下降，由于天然气供暖需求回升挤占工业用气的需求，

国内气制甲醇装置的开工率将出现大幅回落。从国内天然气制甲醇装置的开工率季节性数

据来看，从 11月份开始国内天然气至第二年的 2月份，国内天然气制甲醇装置的开工率明

显回落，主要由于国内西南和西北的气头装置限气降负导致。由于气头装置检修导致国内

甲醇供应缩减，甲醇现货价格上涨的概率相对较大，对应的四季度末和次年一季度初甲醇

价格的相对较高。 

图 6：天然气制作甲醇装置开工率：%  图 7 甲醇太仓现货价格季节性（元/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今年国内气制甲醇装置限气相对去年偏晚，消息显示十月中旬开始国内西南气头装置

降负 20%，市场消息显示 12 月初后甲醇装置将陆续出现停车降负的情况；西北气头装置暂

无停车消息，按照 2020年时间节点开看，预计 12月初也将出现降负荷的情况。 



表 1 国内气制甲醇装置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三、冷冬对于甲醇进口的影响 

中国是全球甲醇最大的产能国，同时也是甲醇最大的需求国，2020 年数据显示国内甲

醇产量 6717.25 万吨，同比增速 8.59%，甲醇年度消费量 7994.83 万吨，同比增速 10.15%。

自 2016 年以来，甲醇需求增速大于甲醇产量增速，一方面由于国内 MTO 装置产能的投放，

另一方面甲醇也作为清洁能源被推广，甲醇燃料、甲醇汽油等需求出现明显增长。因此进

口甲醇对于国内甲醇供需缺口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近年来甲醇进口数据来看，近 5

年国内甲醇平均净进口量在 950 万吨，进口依存度平均在 16.5%。截至 2021 年 9 月，国内

甲醇进口量 948.96万吨，相对 2020年同期 955.72万吨基本持平。 

 

 

 

图 8：中国甲醇年度产量和需求量：万吨 图 9：中国甲醇进口：千吨，%，% 

气头装置 产能（万吨） 2020年冬季甲醇装置动态 

内蒙古博源 100 甲醇装置于 11月初停车检修 

川维 87 12月初甲醇装置低负荷运行 

卡贝乐化工 85 甲醇装置于 12月 15日停车 

青海贵鲁 80 甲醇装置目前仍在停车中 

青海中浩 60 甲醇装置于 11月初停车 

四川玖源 50 甲醇装置于 12月 9日停车 

苏里格天然气化工 35 天然气制作甲醇装置四季度停车 

大庆油田 20 甲醇装置于 11月 30日停车 

内蒙古天野 20 甲醇装置于 10月 24日附近停车 

巴州东辰 18 18万吨/年天然气甲醇装置四季度停车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从全球甲醇产能分布来看，甲醇产能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截至 2020年，全球甲醇装

机容量 16246.88万吨，其中亚太地区产能 10911.21万吨，欧洲/中东/非洲产能 3311.15

万吨，美洲甲醇产能 1994.52万吨。从全球产量和消费量数据来看，全球甲醇产量和消费

量主要集中在中国，海外甲醇对于国内甲醇缺口存在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0：2020年全球甲醇产能分布 图 11：2020年全球甲醇产消分布：千吨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优财研究院 

根据近六年国内甲醇进口量的细分数据来看，国内甲醇主要进口来自于伊朗、沙特、

阿联酋和新西兰等国，其中伊朗甲醇平均进口量在国内甲醇进口量的占比始终维持较高水

平。但今年国内甲醇进口量出现明显回落，原因可能在于海外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

甲醇供应的缩减以及甲醇货源流转欧洲等高价区域等因素导致。 

图 12：近六年来国内甲醇进口量细分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优财研究院 

由于伊朗甲醇进口对于国内甲醇进口量的高占比，因此伊朗甲醇装置的动态会引起国

内甲醇进口量的变化，从而对国内甲醇价格产生影响。伊朗甲醇均以天然气作为原料，

2019 年四季度末和 2020 年四季度末，由于冷冬影响下天然气供暖需求对于工业需求的挤占，

伊朗甲醇装置出现降负停车的情况。 

表 2 过去两年冬季伊朗甲醇装置动态 

时间 伊朗装置动态 

2019年末-2020年初 

ZPC2#330万吨停车，MajanPc165万吨停车，busher165万吨不开车，

FPC120万吨停车，KPC70万停车，Kaveh 230万吨 3成负荷 

2020年末-2021年初 

伊朗阿萨鲁耶园区的全部甲醇工厂共计 825万吨在 12月 23日起开始限

气，甲醇装置降幅至 60%负荷生产，仅剩余 495万吨产能生产 

从甲醇期货价格指数历史数据来看，2019 年 12 月初至 1 月中旬以及 2021 年 11 月初至

12 月中旬，甲醇价格出现明显回升，在此行情的上行驱动中，伊朗甲醇装置动态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因此对于今年冷冬预期下，若伊朗装置发生限气导致停车降负荷的情况，甲醇

后续仍存上行的动力。 

 

 

 

 

图 12：甲醇期货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博易云，优财研究院 

 

四、预期与总结 

前期由于政策导致的煤炭价格大幅回落，甲醇价格出现持续跟跌的情况，而近期随着

煤炭价格企稳反弹，且下游装置烯烃装置逐渐重启，甲醇市场价格逐渐回暖。随着“双拉

尼娜”气候带来的冷冬预期逐渐兑现，国内外气制甲醇装置由于限气的影响将出现停车降

负的情况，在此预期下甲醇价格仍存在上行的动力，但今年国内外限气的时间节点相对去

年偏晚，后续需要关注国内外甲醇装置限气降负幅度和时间，01合约上方目标关注 3000-

3200。 

 

五、风险提示 

1、全球疫情再度爆发；2、煤炭价格大幅回落；3、国内外限气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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