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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工业硅供应受扰动影响较大，但由于整体需求持续下滑，价格在 16700-23200 元/吨区间内宽幅

震荡，价格重心有所下移。明年工业硅产能供需双增，考虑有机硅产能过剩格局难改，低利润将限制产

能释放，对工业硅消费及价格造成拖，以及随着海外经济衰退，出口维持下降趋势，供需整体呈现偏宽

松状态。节奏上关注二季度工业硅产量处于低位，下游需求复苏带来的时间错配的做多行情。下半年关

注新增产能投产及西南产区电力供应提升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成本下移的做空行情。整体价格呈现前高后

低，价格区间 15000-23000 元。

一． 行情回顾

2022 年工业硅价格在 16700-23200 元/吨区间内宽幅震荡，二季度受华东疫情影响，

交通运输受阻，下游需求大幅减少，导致硅价下跌至年内低点。三季度供应端受到新疆疫

情以及四川限电扰动，推升价格一路走高。步入四季度，全国疫情再起，下游需求低迷，

硅价震荡回落。

图表 1：工业硅价格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研究报告

管理风险 创造财富 2

请仔细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二．产能、产量继续攀升

根据百川盈孚数据，截至 11 月，我国工业硅产能增至 628.6 万吨，同比增加 19.16%，

1-11 月工业硅产量累计 299 万吨，同比增加 18.29%。产量释放不及产能投放的主要原因

在于 22 年下半年供应扰动事件影响频发，三季度四川限电以及新疆疫情，四季度云南再出

限电减产政策，新疆疫情大反弹，均抑制了原计划新增工业硅产能的释放，2022 年全年开

工率只有 57%左右。

展望 23 年工业硅产能、产量仍将维持大幅扩张，根据投产计划来看，明年预计仍将投

产 177.5 万吨，总产能将突破 800 万吨。新产能时间多在 2023 年下半年，地区集中在云

南、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另外，当前全国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此前新疆受

疫情管控停炉的硅厂正在逐步复工复产，年底新增产能或同步进行产能释放，预计明年总

产量或将突破 400 万吨。

从时间节点上看，由于受到电力与原料成本上涨影响，目前工业硅生产成本较前几年

大幅增长，再加上目前趋严的环保政策，需要投入更多的环保设施，整体生产成本进一步

增加。以及 2023 年伴随工业硅新进产能不断释放，原料需求逐步增加，原料价格大幅下降

空间有限。枯水期对于西南地区工业硅产量的限制和价格的成本支撑将更加明显。所以产

能、产量带来的供应偏松矛盾或在三季度丰水期以后逐渐显现。至于今年突发限电的四川，

由于水电外送、电源结构不够合理以及高耗能产业扩产等问题尚未解决，明年仍需关注西

南地区限电限产的扰动。

图表 2：工业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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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图表 3：工业硅成本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表 1：工业硅投产计划

投产月度 省份 企业名称 预计当年净增产能（吨）

2023-12 贵州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23-12 甘肃 蓝星硅材料有限公司 30000

2023-12 新疆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3-12 青海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023-12 云南 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23-09 内蒙 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司 15000

2023-07 宁夏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2023-07 陕西 商南中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2023-06 云南 云南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400000

2023-06 甘肃 甘肃河西硅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

2023-06 云南 新安硅材料(盐津)有限公司 100000

2023-01 四川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合计 1775000

三．需求继续靠多晶硅拉动

1.多晶硅仍有大量产能投放

多晶硅受益于光伏行业快速发展，第四季度我国光伏装机量也有明显提速，截至 11 月，

光伏累计新增装机量 6571 万千瓦，同比增加 88.66%，对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等需求旺盛。

多晶硅产能产量也不断攀升，根据百川盈孚数据，11 月多晶硅产能再创新高至 111.6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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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11 月产量增至 8.18 万吨，今年有望成为工业硅最大的消费领域。

展望明年，当前国内光伏装机计划以及扩产计划仍在进行。目前三十各省自治区已经

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风光装机规划，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光伏的新增装机规模超过了

400GW，未来四年平均每年新增装机将超过 80GW。海外方面，基于今年上半年的一些

发展形势，各国也在纷纷调高光伏装机目标，明年多晶硅需求依旧旺盛。同时根据多晶硅

投产计划，明年计划新增投产 117 万吨，产能预计再翻一番。再结合目前多晶硅毛利润率

已经高达 79.78%，即使近期甚至明年多晶硅价格出现松动，企业预计能仍维持一定利润刺

激产能释放，预测 23 年多晶硅产量达到 172 万吨，维持对工业硅需求的增长。

表 2：多晶硅投产计划

投产月度 省份 企业名称 预计当年净增产能（吨）

2023-10 新疆 新疆中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100000

2023-08 四川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2023-07 宁夏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23-07 青海 青海丽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130000

2023-07 新疆 新疆晶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23-06 宁夏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2023-06 新疆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23-01 内蒙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023-01 内蒙 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合计 1170000

图表 4：多晶硅产量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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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光伏装机量

数据来源：iFind

2.有机硅需求边际改善

今年终端地产疲软，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9.8%，有机硅供需过剩严重，

价格下行压力较大，有机硅厂在长期亏损下，10 月和 11 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减产，11 月有

机硅产量降至 13.13 万吨，开工率 59.46%，较 9 月 73.22%下降了 13.76 个百分点。

展望明年，国内稳增长以及对房地产支持力度不断加强，有机硅需求将边际改善。而

明年仍有 77.5 万吨新增投产计划，有机硅整体供需依旧偏向过剩，利润难以扩张，可能导

致实际装置投产量或将大幅不及预期，只能为工业硅需求带来少量增量。

图表 6：有机硅产量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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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数据来源：iFind

表 3：有机硅投产计划

投产月度 省份 企业名称 预计当年净增产能（吨）

2023-12 云南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2023-12 江西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100000

2023-06 内蒙 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23-01 浙江 中天东方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75000

合计 775000

3.铝合金对工业硅需求稳定

今年 6 月以后随着汽车购置税减半以及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的持续发力，

汽车产量及销量有非常明显的增长，铝合金行业也跟随回暖。然而进入 11 月后，汽车产

销数据增长幅度已现乏力，同时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将在今年底结束，若明年政策不能延

续，铝材产量预计维持低速增长，对工业硅需求或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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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铝合金产量

数据来源：iFind

图表 9：汽车产量

数据来源：iFind

4.出口持续回落

今年全球经济形势欠佳，我国作为工业硅第一出口大国，工业硅出口量受到明显冲击。

2022 年 1-10 月我国工业硅累计出口量 55.3 万吨，同比-15.6%。我国工业硅出口国家以

日韩为主，两者合计占比超过 40%。随着海外经济体步入衰退，外需走弱，预计 2023 年

工业硅出口量或仍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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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工业硅出口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当前工业硅供需格局仍处于宽松格局，库存 21 万吨，处于历史高位。现在西南地区已

经进入枯水期减产，供应会有减少，消费随着多晶硅拉动，预计库存会出现下降。但是由

于新疆顺利复产，以及新疆地区成本更低，开工意愿较强，预计一季度库存下降幅度有限；

二季度随着终端需求的改善，供应尚处于淡季，库存或将出现明显去化；三季度后，随着

西北地区新增产能投产，西南地区丰水期电力供应增加，产量将会增加，累库现象会再次

出现，工业硅再次处于宽松格局。

图表 11：工业硅库存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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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明年工业硅产能供需双增，多晶硅投产爬坡确定性较大，但由于有机硅产能过剩格局

难改，低利润将对工业硅消费及价格造成拖，以及随着海外经济衰退，出口维持下降趋势，

供需整体呈现偏宽松状态。全年价格维持宽幅震荡，价格重心有所下移。节奏上关注二季

度工业硅产量处于低位，下游需求复苏带来的时间错配的做多行情。下半年关注新增产能

投产及西南产区电力供应提升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成本下移的做空行情。整体价格呈现前高

后低，价格区间 15000-23000 元。

风险：疫情的不可控，西南地区供电不足，有机硅产能投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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