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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供给侧改革以来，环保春风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作为钢铁行业的上游，焦

化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其污染物主要是含尘废气和废水，对环境造成

严重的污染同时，也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其中产能落后的焦化企业，污染更

甚。随着近期蓝天保卫战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焦化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环保形

势的挑战和考验，焦化行业面临着较大的环保及去产能压力。

目前，山西、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执行细则均涉及到焦化

行业，随着全国其他区域跟进发布大气污染防治执行细则，焦化行业即将面临全

面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这将极大的影响焦炭的产量和生产成本。预计下半年，

随着供给端收紧和生产中环保成本增加，焦炭有望借力环保风，一举入高空。

一、近期焦炭行情回顾

1.1、近期焦炭走势

图 1-1：近期焦炭走势

资料来源：Wind，神华研究院

五月份以来，焦炭始终在 1950 至 2150 区间震荡，。7月初由于下游钢厂限



产预期提前，唐山脱硫脱硝限产超出市场预期，使得焦炭月初相对螺纹走势明显

偏弱，而到了 7 月中旬唐山限产幅度低于预期，同时山西环保组进驻，临汾、

吕梁、晋中、长治等地进入自查阶段，预期转向，焦炭大幅上涨，且强弱对比上

明显强于螺纹、铁矿和焦煤。

1.2、上涨原因分析

2018 年 5 月 25 日山西省引发《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计划》；2018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接着 7 月 3 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 年）》，这也是上

海市的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国家及各主要城市发出的各类行动计划，体现

了各级政府治理污染的决心，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大城市制定类似的计划保障环

保。

表 1-1：近期公布的环保计划与通告

政策 日期 地区 内容

山西省大气

污染防治计

划

5 月 25

日

山西省 将国家对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

特别排放限值标准的要求扩展到全省，11 个市电力（燃

煤以外）、钢铁、有色、水泥、化工等行业现有企业

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焦化行业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

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6 月 27

日

全国 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提高重点区域过剩

产能淘汰标准。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力争 2020 年炼

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在环渤海地区、

山东省、长三角地区，2018 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和

唐山港、黄骅港的煤炭集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2020

年采暖季前，沿海主要港口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矿石、

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

上海市清洁

空气行动计

7月 3日 上海市 钢铁行业铁水产能规模控制在 1502 万吨以内;提高污

染物排放标准，推进炼焦、烧结等前端高污染工序减



划

(2018-2022

年)

量调整，降低铁钢比;鼓励炼钢转炉等工序向电炉等清

洁生产工艺替代转型。禁止新建燃煤设施。削减钢铁、

石化等用煤总量，减少直接燃烧、炼焦用煤及化工原

料用煤，合理控制公用燃煤电厂发电用煤总量。

江苏省环保

厅发布关于

执行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的通

告

7 月 20

日

江苏 电、钢铁、石化、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泥、

炼焦化学工业行业现有企业以及在用锅炉，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资料来源：相关政府网站，神华研究院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推进，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十三五产能削减计划已

接近完成，焦化行业在前两年仅作为钢铁行业配套产业采取限产措施而并未进行

大规模去产能，焦化行业去产能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关于焦化行业产能削减目

标，主要是依据《焦化行业十三五规划》化解落后产能 5000 万吨，以及《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力争在

2020 年达到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表 1-2：削减产能目标

时间 文件 政策内容 产能影响

2018 年 6 月 27 日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

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

化企业淘汰力度，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

“以钢定焦”，力争

2020 年炼焦产能与

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

按照京津冀地区 17

年钢铁产量计算，到

2020 年，京津冀周边

地区需要去化的焦炭

产能也达到 1260 万

吨，平均每年需去化

420 万吨。

2016 年 1 月 6 日 《焦化行业十三五规

划》

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在“十二

五”末期的 6.87 亿吨

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



水平上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也就是到

“十三五”末期，焦

化行业产能控制在

6.37 亿吨。

资料来源：相关政府网站，神华研究院

随着《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公开发布，各地对焦化行业的环保

要求明显加强。山西吕梁 7 月 10 日印发《关于开展焦化行业环保整改达标排放

“回头看”专项行动的通知》。7月 13 日,山西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临汾、

长治两市,开展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回头看”。 8月 2日上午，山西省环境保

护督察组分别进驻阳泉、晋城两市，开展第三批省级环保督察“回头看”。山西

作为焦化大省，环保督查行动直接导致省内焦化开工率大幅下降，造成焦炭减产。

唐山地区由于近期空气质量较差，从 7月中旬开始，连续发布了三次通知应

对污染天气，主要采取对重污染源例如：钢铁烧结机进行停产，对焦炉采取延长

出焦时间等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这些环保措施均对唐山地区焦炉开工率造成一

定的影响。

焦炭主产区山西和焦炭主销区河北唐山同时减少了对焦炭的供应，这是造成

当前焦炭供给偏紧的主要原因。

表 1-3：近期开展实施的环保行动

行动 时间 地点 内容

环保“回头看” 7月 10 日 吕梁 吕梁市印发《关于开展焦化行业环保整改

达标排放“回头看”专项行动的通知》

环保“回头看” 7月 13 日 临汾、长

治

山西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临汾、长

治两市,开展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回头

看”

唐山市关于启动重污

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

（加强）的通知

7月 18 日

-7 月 21 日

唐山 钢铁行业：钢铁企业烧结机、竖炉全部停

产。焦化行业：焦炉延长出焦时间至 36 小

时。

唐山市关于进一步强

化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7月 27 日

-7 月 31 日

唐山 全市钢铁企业烧结机、竖炉全部停产,其中

脱硝装置建成投用的烧结机,在稳定达标

排放的前提下免于停产。铸造行业、建材

行业、石灰窑全部停产。



的通知

关于唐山进一步强化

近期污染天气过程应

对工作的紧急通知

8月 1日-

8 月 5日

唐山 钢铁企业：烧结机、竖炉、石灰窑执行限

产 50%措施。焦化行业：自行调整至最长结

焦时间。

环保“回头看” 8月 2日 阳泉、晋

城

山西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阳泉、晋

城两市，开展第三批省级环保督察“回头

看”。

资料来源：相关政府网站，神华研究院

二、焦炭产业链与环保影响一览

2.1、焦炭产业链构成

炼焦煤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到 950-1050℃，经过干燥、热解、熔融、

粘结、固化、收缩等阶段(高温干馏)最终制成焦炭。炼焦煤是对可以应用于炼焦

炭的所有煤种的统称，并非单指特定煤种，包括焦煤、瘦煤、气煤和肥煤等。焦

炭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三类：冶金焦、气化焦、电石用焦。冶金焦是高炉焦、铸

造焦、铁合金焦和有色金属冶炼用焦的统称。由于 90%以上的冶金焦均用于高炉

炼铁，因此往往把高炉焦称为冶金焦。焦炭作为钢铁生产的重要原料，在高炉冶

炼过程中，既作为还原剂参与化学反应，又作为发热剂提供热量，并作为高炉的

料柱骨架，保证高炉的透气性、生产顺行。

图 2-1：焦化流程图

资料来源：神华研究院



焦化是指煤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加热、分解，生成焦炭、煤焦油、粗苯、煤气

等产物的过程。焦化生产主要包括炼焦及化学产品回收两大部分，其中，焦炭生

产包括储煤、备煤(配煤和破碎)、炼焦、熄焦、筛焦、储焦；化学产品回收主要

包括冷鼓、脱硫、脱氨、粗苯四部分。此外，焦化生成还需配套锅炉房、给水处

理、循环水冷却系统、办公宿舍食堂等公用和辅助设施。

焦化产品中，80%为焦炭，20%为粗苯、煤焦油、焦炉煤气等其他化产品。焦

炭下游中，有 86.7%用于冶炼生铁，13.3%用于生产电石有色等其他行业。

目前国内焦化企业炼焦工艺路径差别不大，以按照焦炉炉型的差异，焦炭生

产可分为顶装焦和捣固焦两大类。捣固焦技术主要是为了节约稀缺的焦煤资源，

扩大炼焦用煤范围而开发的技术。两种方式对焦炭质量和环境影响实践中差别不

大。

以熄焦方式区分焦炭生产可以分为湿熄熄焦和干熄熄焦。国内焦化厂普遍采

用湿熄焦工艺，该工艺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设备投资仅为干熄设备投资的

20%-25%，但缺点是高污染，热能浪费，以及影响焦炭质量。

表 2-1：干熄焦与湿熄焦的污染对比

资料来源：CNKI，神华研究院

2.2 焦化企业的污染物

目前，我国炼焦工艺的污染源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为面污染源；二为点污

染源。其中，面污染源主要包括备煤系统（如储煤仓等）、焦炉以及相关的净化

煤气的系统；点污染源主要包括锅炉烟囱、焦炉烟囱及熄焦塔等设备。

（1）、备煤车间以及筛焦车间的污染情况

用以备煤的系统主要包括配煤室、粉碎机、煤坑、煤焦制样室和带式输送机、

转运站等。首先，带式输送机将原料洗精煤从洗煤厂直接运送到备煤车间。然后，

经过煤的选配，再由破碎机粉碎成直径小于 3mm 的微粒。最后，再被带式输送机

运送到塔顶，进入焦炉中提供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排放出来的大气污染

物为煤粉、煤尘。



（2）、炼焦车间的污染情况

洗精煤从备煤工段输送出来以后，被输煤栈桥输送到煤塔中，再通过给料器

装入装煤推焦机的煤箱，最后由推焦机从机侧输送到碳化室。在碳化室内经过高

温作用一段时间，被干馏形成焦炭还有荒煤气。在此工序中，由于装煤而产生的

烟尘被炉顶的除尘车吸出，经过燃耗和洗涤后形成废气排放。而碳化室中的焦炭

经过高温作用后，被推焦机推出，进入熄焦车，再由电机车拉至熄焦塔内喷水，

冷却以后再输送到筛焦段。在整个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污染：

1.在装煤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其主要成分是焦尘，为大气污染物。

2.由于密封不严造成焦炉炉体中的废气泄漏。

3.对于湿地熄焦，煤矿企业一般不在熄焦塔顶安装捕尘器，造成废气排放、

颗粒物排放的速率、浓度过大，从而产生熄焦烟气。

4.在推焦操作过程中产生周期性排放的废气，如，荒煤气和推焦煤气等。

（3）、煤气净化车间的污染情况

煤气净化车间主要组成工段有冷凝鼓风工段、硫铵工段、粗苯工段、油库工

段以及生化工段等。在这个工段中，如果焦炉加热时所采用的为净化不完全的焦

炉煤气，燃烧后所产生的废气将产生焦炉烟气，由烟囱排放到大气中；而粗苯管

式炉如果燃用净化不安全的焦炉煤气，废气将形成管式炉烟气，经过 15m 高排气

筒被排放。蒸汽锅炉燃料如果采用净化不完全的焦炉煤气，将产生锅炉烟气，经

过 25m 高的排气筒排放。因此，煤气净化车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二氧化硫、

硫化氢、一氧化碳、氨气以及烃类化合物，主要来源是储槽容器中的发散气体以

及设备当中泄露的气体。

表 2-2：焦化各工艺环节污染源

资料来源：CNKI，神华研究院



2.3、环保对焦炭上游成本影响

焦炭的上游为煤炭开采和炼焦煤生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煤炭行业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煤炭行业之

前上交的排污费由环保税取代，由于煤炭行业本身排放量不大，环保税开征对煤

炭行业的直接影响较小，对下游钢铁、电力行业影响较大。环保要求和环保税费

促使钢铁行业更多的使用低硫焦炭和低硫矿石进行高炉炼钢铁。对低硫焦炭的需

求，促进了对低硫炼焦煤的需求，低硫煤溢价大幅增加，配煤成本增加，造成原

料成本增加。

2.4、环保对焦炭行业生产影响

截止 2017 年底，全国焦化产能 6.5 亿吨，其中 2/3 产能为独立焦化厂，且

独立焦化厂炉型以炭化室为 4.3 米以下的落后炉型为主，熄焦工艺普遍采用投资

更低的湿熄焦。随着环保要求不断趋严，环保升级成为了焦化企业保生存的唯一

路径。

图 2-2：焦化室高度分布

资料来源：CNKI，神华研究院

2018 年年初，环保部正式下发《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要求处于“26+2”城市的焦化企业，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

值。



表 2-3：焦化行业环保排放标准

数据来源：环保部，神华研究院，单位 mg/m3

随着环保常态化推进，部分不在“26+2”名单中的城市，也自发执行特别排

放限值标准。为达到这一排放目标，焦化企业必须从干熄焦改造、脱硫脱硝工艺、

水处理、加盖筒仓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环保升级。环保升级将会导致焦炭的生产成

本增加。

表 2-4:焦化环保升级措施与推进特点

数据来源：环保部，神华研究院

以一家 100 万吨/年焦化厂为例，干熄焦投资 1.5 亿元(含干熄炉及发电)，

备用湿熄焦装置(600 万元)，而焦炉及化产部分总投资也只在 6-8 亿元。以收入

角度测算，假设每吨焦炭净利润 50 元/吨，该焦化厂年盈利 5000 万，光收回设

备成本就需要 3年。从成本收益角度测算，100 万吨年产能以下的独立焦化厂不

具备干熄焦改造的经济性。经测算，独立焦化厂中产能低于 100 万吨且当前工艺



为湿熄焦产能为 8000 万吨，占全国产能比重 14.5%。这部分产能极有可能在未

来的环保升级中主动退出去产能。

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对焦化行业最大的影响，就是降低

了未来焦炭的供给弹性。由于政策上要求力争 2020 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

到 0.4 左右。按照测算完成该政策需要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去焦炭产能 1260 万

吨，年去化 420 万吨。以钢定焦本质上是缩小煤炭产区的焦炭产能即独立焦化厂

产能，尽量做到大型钢铁厂自建配套产能，优点是减少了焦炭转运过程中带来的

损耗和污染损失。缺点是造成供给弹性降低，当因外界因素导致局部供给短缺时，

由于整体产能有限，无法快速生产和将焦炭运输至短缺地区。

当前环保形势下，除了在采暖季会实行采暖季限产外，在空气质量长期不达

标，或者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等情况下，往往也会出台各类行政措施进行限产。

以焖炉、延长推焦时间等方式进行不定期限产。各级环保调查组入驻各焦化大市

开展调查工作时，也会造成焦化企业大规模、长时间限产，造成焦炭产量下降。

2.5、环保对焦炭下游使用成本影响

环保对下游钢铁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烧结

竖炉限产和高炉限产，造成对焦炭的需求减少；第二个方面是：对焦炭运输要求

尽量“公转铁”；生态环境部提出，2018 年 9 月底前，山东、长三角地区沿海

港口煤炭集疏港运输全部改由铁路，2019 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地区

沿海港口的矿石、钢铁、焦炭等大宗货物全部改由铁路运输，禁止汽运集疏港。

公路改铁路会导致运输效率受到影响，成本也相应会提升。具体来说，之前运输

一直以汽运为主，从港口卸货直接运输到钢厂，“公转铁”若全面执行，铁路运

输到站后转汽运，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都会有所上升。总的来说，“公转铁”对

于焦煤，焦炭业影响较大，其物流、生产排货、生产数量等都会受到影响，增加

了焦煤焦炭的物流成本。第三个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上涨，导致钢厂

的焦炭购买成本增加，但由于当前钢厂的吨钢利润长期维持在高位，有足够的利

润空间承受焦炭的涨价幅度，对焦炭涨价承受力较强。



三、环保对焦化行业未来的影响

3.1、环保对焦炭产能的影响

根据中焦协印发的《焦化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化解焦化行

业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1.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在“十二五”末期的 6.87 亿吨水平上化解过剩

产能 5000 万吨，也就是到“十三五”末期，焦化行业产能控制在 6.37 亿吨。

2.焦化准入产能提高到 70%以上。常规焦炉的顶装焦炉炭化室高度≥6米、

容积≥38.5 立方米；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5.5 米、捣固煤饼体积≥35 立方米；

企业生产能力≥100 万吨/年。同步配套建设煤气净化（含脱硫、脱氨）和煤气

利用设施。

截至 2017 年底，炭化室高度 4.3 米及以下的占比近 40%。完成十三五规划

需要在未来 3 年面临持续去掉 10%的焦炭产能，也就是说到 2020 年，全国将有

6000 万吨左右落后产能面临淘汰。

2018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印发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重点区域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力

争 2020 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此次大气治理重点区域正是钢

铁，焦化产能集中区域。京津冀及周边 6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

河南）国土面积仅占全国 7.2%，生产了全国 43%的钢铁、45%的焦炭。

根据《中国钢厂地图名录》测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材产能约占全国的

32%。2017 年钢材产量 10.5 亿吨，日均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81.71%，估算 2017

年钢材产能为 12.83 亿吨，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材产能为 4.11 亿吨，而炼焦

产能为 1.77 亿吨，炼焦产能/钢材产能为 0.43。按照《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20 年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这一比值应达到 0.4 左右，假设钢材产

能维持 17 年水平情况下，需要去化的焦炭产能也达到 1260 万吨，平均每年需去

化 420 万吨。

3.2、环保对焦炭价格的影响

打赢蓝天保卫站计划增加了焦炭的原料成本与环保成本，导致焦炭生产成本

增加；“公转铁”运输增加了焦炭的运输成本；以钢定焦将会削减了焦化产能；



环保限产降低了焦炭产量；钢企限产和限制烧结矿降低了焦炭的需求。总的来说，

环保导致焦炭生产、流通成本增加，产能与产量下降，供给弹性减弱，需求略有

减少，供需偏紧。预计随着环保高标准、严要求的常态化，未来焦化行业的生产

成本将持续增加，焦炭价格波动性将加大。

尽管焦炭近期受环保因素影响，造成期货价格大涨，但由于当前焦炭下游钢

厂的吨钢利润仍维持在今年高位，焦炭涨价对下游钢厂利润影响有限。

四、焦炭期货未来走势

焦化行业即将面临全面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这将极大的影响焦炭的产量和

生产成本。预计下半年，随着供给端收紧和生产中环保成本增加，焦炭有望借力

环保风，再创新高。我们预期焦炭 2018 年下半年波动区间要整体高于焦炭 2017

年下半年焦炭的波动区间 1700-2500，预计 2018 年下半年焦炭期货波动区间为

1950-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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