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年上半年硫酸行业运行与展望及协会重点工作 

⚫ 1-6 月硫酸行业运行情况良好，国际化肥价格高企，硫磺

价格高位支撑，硫酸价格持续上行，行业效益优良。 

⚫ 7 月初开始，受美联储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中国化

肥出口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硫磺、硫酸价格暴跌，

中国领跌全球。 

⚫ 截止到 8 月初，硫磺价格已经基本止跌，开始回调；硫酸

市场相对滞后，价格仍在下探。 

⚫ 下半年，疫情防控、稳增长压力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

有限，工业领域的需求复苏动力有限；下半年磷肥出口量

确定，国内秋季施肥季即将开启，对硫酸需求的拉动值得

期待。 

⚫ 长期来看，随着“双碳”政策落地，化石能源消费量下降，

国际硫磺供应量下降；新能源对于硫酸需求拉动强劲，到

2035 年全球工业领域硫酸消费量复合增长率 2.9%；国内

铜消费量接近平台期，到 2025 年再生铜产量达到 400 万

吨，矿铜产量下降，铜冶炼副产硫酸量负增长。供需两个

方面支撑硫酸价格回调。 

⚫ 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协会工作稳步推进。应对硫磺价格



高企，协调冶炼酸和化肥企业硫资源对接；推进含硫废物

资源化利用，保障国内硫资源供应安全；推动全国硫酸及

硫化工行业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助力科技创新；建议发改

委修改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鼓励发烟硫酸和含硫废物制

硫酸，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 协会计划于 11 月召开硫酸行业年会，搭建行业技术和市

场交流平台。同期将举办全国硫酸及硫化工行业工程研

究中心建设讨论会，促进企业和高校的交流合作，助力硫

酸行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 

一、上半年硫酸行业生产运行情况及展望 

1.产量 

 



据协会统计测算，2022年1-6月全国硫酸总产量5352万吨，

同比增长 1.0%。6 月份硫酸产量 905 万吨，同比增长 7.6%，环

比增长 2.9%。  

2.国内硫酸市场 

 

6 月份,国内硫酸市场呈下行走势。6 月底，全国硫酸均价在

910 元/吨，同比上涨 331 元/吨，环比下降 35 元/吨。本月，原

料硫磺价格高位回落，酸企开工率下滑；下游磷肥进入淡季，钛

白粉、氢氟酸等市场小幅下跌，需求疲软，预计短期硫酸市场仍

以下跌为主。6 月底至 7 月底，随着国内硫磺价格快速下降，硫

酸价格呈断崖式下降的趋势，截止 7 月底，全国硫酸均价跌至

430 元/吨，单月降幅达到 480 元/吨，降幅达到 53%，较年初降



幅达到 17%。 

3.国际硫酸市场 

 

6 月份，国际硫酸市场价格下跌。6 月底，中国硫酸报价 135-

140 美元/吨 fob，环比下降 15-15 美元/吨 fob；日韩硫酸报价

135-140 美元/吨 fob，环比下降 10-10 美元/吨 fob；印度东海

岸硫酸报价 188-208 美元/吨 cfr，环比下降 10-0 美元/吨 cfr。

据传，7 月底，中国进口硫磺到岸价已经跌至 110 美元/吨，国际

硫酸价格将随之下跌。 

4.出口硫酸市场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2年 1-6月中国出口硫酸 229.1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 115.2 万吨，涨幅 101.2%；平均出口价格 129.7

美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72.9 美元/吨，涨幅 128.3%。 

6月份出口硫酸 31.7万吨，同比增长 6.9%，环比下降 4.9%；

平均出口价格 132.8 美元/吨，同比上涨 74.9%，环比上涨 6.3%。 

 

 

 

2022 年 1-6 月，出口前三名国家为摩洛哥（78.6 万吨）、智



利（68.7 万吨）、印度（21.4 万吨），占比分别为 34.3%、30.0%、

9.3%；按省份（企业注册地）统计，出口前三名的省份为江苏（95.5

万吨）、广西（41.1 万吨）、山东（30.9 万吨），占比分别为 42%、

18%、13%。 

 
 

5.进口硫酸市场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2 年 1-6 月中国进口硫酸 14.9 万吨，

较去年同期减少 5.8 万吨，降幅 28.2%。剔除高价酸后，平均进

口价格 116.1 美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64.1 美元/吨，涨幅

123.3%。 

6月份进口硫酸 2.7万吨，同比增长 12.9%，环比下降 6.2%。

剔除高价酸后，平均进口价格 120.2 美元/吨，同比上涨 68.6%，



环比下降 8.1%。 

 

 

2022 年 1-6 月，主要是从韩国（13.9 万吨）、中国台湾（1.0

万吨）进口硫酸。 



 

6.硫磺：价格高位回落 

 

6 月份，国内硫磺市场呈下行走势。6 月底，普光万州的硫

磺价格在 3700 元/吨，环比下降 270 元/吨，同比上涨 2110 元/

吨；普光达州的硫磺价格在 3600 元/吨，环比下降 250 元/吨，

同比上涨 2090 元/吨。 



7 月，国内硫磺价格持续快速下跌，到 7 月底，国内硫磺价格

已经下跌到 1000元以下。港口硫磺报价基本在 1050元/吨左右，

成交惨淡。最新消息，卡塔尔公布 8 月份硫磺价格为 77 美元/吨

fob，相当于中国到岸价大致在 112-122 美元/吨。  

7.硫铁矿：价格小幅上涨 

 

据统计局数据，2022 年 1-6 月我国硫铁矿产量 616.1 万吨

（折含 S 35%），同比下降 3.8%。6 月份硫铁矿产量 116.6 万吨

（折含 S 35%），同比下降上涨 12.1%，环比增长 3.5%。 

8.磷复肥：国内价格先涨后稳，国际价格下跌 



（1）磷铵价格 

 

6 月，一铵、二铵价格先涨后稳。6 月底，二铵平均出厂价在

4800 元/吨，环比上涨 400 元/吨，同比上涨 1650 元/吨；一铵

平均出厂价在 4750 元/吨，环比上涨 350 元/吨，同比上涨 1675

元/吨。 

 

 

 

 

 

 

 



（2）磷复肥出口情况 

2022 年 1-6 月磷复肥行业出口情况 

产品 
出口量（万吨） 出口价（美元/吨） 

本月 累计 同比% 本月 累计 同比% 

DAP 19.7 129.8 -59.7 928.5 771.8  56.0 

MAP 27.7 87.6 -53.8 874.6 805.1 74.4 

TSP 4.4 33.9 -44.9 642.6 538.5 63.1 

NP 14.7 37.0 -51.8 644.9 569.5 67.7 

NPK 7.3 23.0 -47.3 590.7 517.1 51.6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3）国际磷肥市场 

 

6 月份，国际磷肥价格普遍下跌。6 月底，沙特二铵离岸价

900-1005 美元/吨 fob，环比下降 4.5 美元/吨 fob，同比上涨



343-420美元/吨 fob；巴西一铵到岸价 1000-1050美元/吨 cfr，

环比下降 80-50美元/吨 cfr，同比上涨 245-290美元/吨 cfr。 

7 月底，中国的 DAP 出口价格在 920 美元/吨 fob 左右，而

印度进口的 DAP 到岸价据说已经降到 920-940 美元/吨。国际磷

肥价格持续下滑，但幅度远不像原料硫磺那样大。 

9.对硫磺硫酸后市的展望 

中国是国际硫磺进口大国，上半年中国进口硫磺 412 万吨，

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硫磺进口国。我国硫磺的对外依存度高，导致

我国国产的硫磺价格完全对照进口硫磺的价格来定价。本轮硫磺

价格上涨周期，从 2019 年底到 2022 年 5 月中旬，基本持续了 2

年半的时间。尤其是从 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5 月中旬，硫磺

价格从 2000 元/吨快速上涨到 4000 元/吨以上。这背后的原因既

有国际主要经济体持续的量化宽松，导致大宗原材料普遍价格上

涨的因素；又有受疫情的影响，导致国际粮食紧张，国际粮价上

涨，拉动了国际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还有俄乌冲突导致硫磺、

化肥、粮食出口受阻，国际供应紧张，拉高价格的影响；更有国

际粮食、化肥价格上涨，国内化肥出口受限的原因，是多种非正

常因素，在极端的情况共同作用，导致硫磺价格偏离了其当前供

需条件下，正常的价值定位，冲到了仅次于 2009 年价格的历史



第二高位。 

国际硫磺价格在 5 月中旬冲高之后，就已经显露出疲态，供

需双方都对硫磺价格未来走势持下行的预期，随着中国化肥出口

配额传言的流出，再加上外界对美国加息基点和缩表幅度的悲观

预计，叩响了国际硫磺价格暴跌的扳机。尤其是中国市场，由于

上半年化肥出口量大减，国内化肥价格根本无法承受如此高价的

硫磺，当国际硫磺价格暴跌后，中国国内硫磺价格领跌全球，部

分国内小型硫磺供应商受库存的压力，据说硫磺成交价格最低降

到 500 元/吨。但所谓物极必反，市场见底之后，就是反弹的开

始。7 月 28 号凌晨，美联储发布消息，再次加息 75 个基点，低

于市场预期的 100 个基点。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在 9 月的货币政策例会上可能还将进行一次

大幅加息，具体加息幅度将取决于经济数据，但鲍威尔同时指出，

随着利率更加收紧，放缓加息步伐可能是合适的”。表态的略“偏

鸽”，给市场带来了正向的信心，在加息的“靴子”落地后，原

油，黄金价格都应声而涨。分析人士认为：前期基于“流动性溢

价”下滑的大宗商品宏观交易暂时告一段落，商品各自回归供需

基本面，还存在需求支撑的大宗商品表现相对偏强。具体到硫磺

产品，市场很快给出了反应。到 8 月初，这种恐慌性的暴跌已基

本结束，国内硫磺价格已基本见底，且在慢慢恢复。国际硫磺价

格也在企稳，卡塔尔公布 8 月份硫磺价格为 77 美元/吨 fob，折



合到中国的到岸价在 112-122美元/吨，相当于 1000元/吨以上。

在国际磷肥价格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在国际硫磺价格“流动性

溢价”已经完全挤干后，未来国际硫磺价格将稳步的恢复到其应

有的价值。在国际油价仍然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国际化肥价格仍

将保持在相对的高位，相信在 9 月份北半球用肥旺季到了之前，

化肥行业对于硫磺的消费将逐步的恢复，国际硫磺价格也将随之

上行。国内硫磺及硫酸的价格也将随之恢复到一个相对理性、客

观、合理的价格区间内。 

10.对硫酸企业的建议 

2020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硫酸价格进入了持续上涨的周期，

在 2021 年底经历了一些调整后，今年上半年又一次冲高，在资

本放水，原材料普遍上涨的行情下，硫酸企业迎来了难得全面盈

利时期。不论企业内功如何，都在资本的大潮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在美国加快加息缩表的大背景下，在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危机

下，硫酸企业只有苦练内功，才能立于不败。建议硫酸企业在以

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坚定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面对急转直下的市场局面，硫酸企业

要坚定信心，相信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厚度，修炼好节能减排，资



源高效利用的内功。在需求侧，硫酸作为基础化工原料，其主要

的下游包括化肥、钛白粉、氢氟酸、己内酰胺等化肥化工行业，

这些行业对于硫酸的需求都是刚性的，其需求的增速是确定且持

续的。再加上新能源产业发展对钴、镍、锂等金属需求的增长，

以及磷酸铁锂、氨基磺酸等电池材料和电解液需求的集中爆发，

预计到 2035 年全球硫酸需求的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3%以上。在供

应端，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在全球的逐步落地，全球硫磺产量的

增速将下降甚至是产量负增长，再加上我国铜铅锌的回收率将大

幅提高，矿铜产量的下降将带来冶炼酸产量的减少。综上，硫酸

的需求持续增长，而供应在减少。未来，硫资源的价格将重新定

义。 

二是进一步做好节能降碳工作。8 月 1 日，工信部、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

2030 年工业领域碳达峰的具体实施方案。硫酸装置是“能源工

厂”，要充分发挥硫酸装置作为能源输出和减碳工具的作用，最

大化回收硫酸生产过程中的余热，在建设“零碳”工厂的过程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充分利用芯片和新能源等行业的大发展机遇，主动延伸

硫化工产业链。硫酸是传统的基础化工原料，由于其同质化和基

础化工原料的特性，导致其很难有较好的利润空间。要抓住重点

下游行业的发展风向，主动延伸产业链，适应下游行业的需求，



向精制硫酸、电子级硫酸、发烟硫酸、磺化产品、精细硫酸盐等

领域发展，尽量减少普通的 93、98 酸的产量，提升企业竞争力

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是积极推进绿色制造。通过培育绿色工厂，构建绿色供应

链，全面提升清洁生产水平。主动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协同处理含硫废物，拓宽硫资源的来源，提升硫酸企业盈利能力。

发布年度低碳发展报告，积极参与国内碳交易，打造硫酸企业“能

源”工厂、“零碳”工厂的新名片。 

二、协会上半年的重点工作 

上半年伴随着国内抗疫形势的不断演变，硫酸行业经历了市

场的高峰，也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协会始终坚持跟硫酸企业在一

起，为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助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一是在化肥价格高企，国内用肥紧张的时刻，积极配合发改

委、工信部等主管部委，分析国内硫资源供需情况，提出解决化

肥企业硫资源保障措施，建立冶炼酸企业和化肥企业的硫酸直供

的交流平台，抑制硫磺价格过快上涨。同时陈述了出口硫酸对于

化肥生产的影响有限，不建议对出口硫酸予以限制，保障了上半

年出口硫酸的亮眼表现。 

二是为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由于能耗“双



控”的影响，地方政府对新项目审批，尤其是基础化工的审批急

剧收紧。硫酸作为最典型的基础化工原料，是重点“照顾”的对

象。协会多次为企业召开专题论证会、出具证明材料，向地方政

府解释：硫酸是“负能耗”产品，发烟酸跟普通硫酸的能耗不一

致，电子级硫酸对芯片行业发展的意义，为企业新建项目的审批

争取支持。 

三是向国家发改委提出应该鼓励的行业发展方向。上半年，

协会向国家发改委产业司提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修订

意见，提出应鼓励含硫废物制硫酸，拓展硫资源的来源；应鼓励

发烟硫酸的发展，满足日益增加的磺化产品对发烟酸和三氧化硫

的需求。同时，协会将石膏制酸副产水泥熟料的技术经济分析材

料报给工信部原材料司，重点反映了石膏制酸副产水泥熟料的能

耗和大气污染物排放与普通水泥熟料的区别，建议对石膏制酸副

产水泥熟料应单独予以产能置换和能耗指标，以鼓励磷石膏的资

源化利用。 

四是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化工作。为鼓励硫资源综合利用，

补齐废硫酸、废硫磺，含硫废液资源化利用的标准短板。协会与

生态环境部一同制定了《废硫酸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为废酸裂解、石膏制酸和硫铁矿制酸协同处理废硫酸建立了环境

标准的基础。此外，协会还制定和在研一系列的硫资源利用相关

的标准，包括《工业副产含硫废物制硫酸技术规范》、《工业生产



回收硫磺渣》、《钛白粉生产回收硫酸》、《废硫酸制净水剂技术要

求-聚合硫酸铁》、《磺化炭》等。此外，《无机酸和有机酸行业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工业硫酸部分也已经通过了征求意见的阶

段，正在编制送审稿。 

五是搭建行业交流平台，促进行业市场和技术的交流。受疫

情的影响，上半年协会没有召开线下的大型会议，但仍然通过线

上的方式召开了冶炼酸企业和化肥企业的硫资源对接会、硫酸能

耗标准讨论会以及多次召开团体标准讨论会。在疫情初步得到控

制以后，协会将在下半年陆续召开硫产业链市场研讨会，硫酸行

业技术交流会、全国硫酸及硫化工行业工程研究中心建设讨论会

等线下的会议，为行业搭建技术和信息的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