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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小金属周报：稀土价格继续上涨，钒价反弹 
 

稀土：稀土继续全线上涨。临近端午节假期，镨钕氧化物下游询单增加，市场报价上
涨。镝铽市场表现坚挺，上游出货稳定，略显惜售，下游按需采购，重稀土原矿数量
减少即将显现，分离厂原料端偏紧，市场报价上涨，下游接受程度尚可，实际成交价
格变化不大，氧化铽价格上涨，下游询单接货积极，但数量不多，实际成交价格上移，
预计后市持续上涨。相关标的：盛和资源、五矿稀土、北方稀土、厦门钨业。 

锂：锂市场维持弱势。工业碳酸锂市场暂时稳定运行，电池碳酸锂价格略有下滑，氢
氧化锂市场延续弱势。具体来看，工业碳酸锂市场行情以稳为主，国内主要厂家订单
排满，市场零散货源有限，整体市场商谈维持前期水平，市场重心波动有限；电池碳
酸锂市场行情略有松动，大厂价格水平维持坚挺，但小厂成交价格水平略有下滑；氢
氧化锂市场偏弱势运行为主，金属锂市场维持稳定。相关标的：天齐锂业、赣锋锂业。 

钴：国内外钴价继续走弱。目前全球范围钴大环境疲软，国际钴市场对国内的钴市场
影响也越来越小，钴下游市场比较萎靡，新能源和动力电池方面，很难为钴市场带来
提振，大型钴企业如金川、华友、凯实、凯力克、格林美等签单甚少，预计国内外钴
价让继续维持弱势。相关标的：华友钴业、盛屯矿业、寒锐钴业。 

钨：钨产品价格整体下滑。国内钨价整体持续阴跌行情，场内整体购销氛围清淡，供
需僵持胶着，加上成本、资金、出口等压力，以及大企业长单采购价及机构预测均价
大幅下调影响，业者信心以及贸易商参与信心愈加低迷，主流钨品价格在弱势区间整
理，成交量难释出。相关标的：厦门钨业、中钨高新、章源钨业、翔鹭钨业。 

锆：汇率影响，成本上升。受近期汇率的影响，锆系产品进出口成本有所增加，部分
持货商有意提价走货，但下游市场行情不佳，市场需求释放一般，大多持货商暂时处
在观望之中。相关标的：盛和资源、三祥新材、东方锆业。 

钼：钼系价格相对坚挺。目前国内钛精矿整体市场平稳偏弱运行，攀西地区钛矿市场
询盘稳定，厂家虽有意坚挺报价，但在下游行情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实际成交价格受
压制严重。钛白粉企业开工率略有下降，企业库存有一定积压，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
化库存，走货并不顺畅。相关标的：金钼股份。 

钛：价格整体偏弱。目前国内钛精矿整体市场平稳偏弱运行，攀西地区钛矿市场询盘
稳定，厂家虽有意坚挺报价，但在下游行情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实际成交价格受压制
严重。钛白粉企业开工率略有下降，企业库存有一定积压，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化库
存，走货并不顺畅。相关标的：宝钛股份。 

锰：锰系价格弱势运行。锰矿市场弱势运行，下游硅锰市场信心走好，现货紧张，询
单较多，厂家盈利尚可，开工好，但并未影响到锰矿价格，厂家采购较为谨慎。相关
标的：鄂尔多斯。 

镁：镁价略有下跌。需求明显收缩，价格出现松动态势，厂家承压，出货情绪增加，
小幅降价探市，但市场成交未有改善。下游厂家在行情下行中，观望情绪增加，仅做
刚需采购，期待更低价格入市。相关标的：云海金属。 

风险提示：需求回暖不及预期的风险、上游供给大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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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金属价格汇总 

本周（6 月 3 日-6 月 9 日），新能源板块方面。本周锂市场整体略有松动，工业碳酸锂市

场暂时稳定运行，电池碳酸锂价格略有下滑，氢氧化锂市场延续弱势。具体来看，工业碳

酸锂市场行情以稳为主，国内主要厂家订单排满，市场零散货源有限，整体市场商谈维持
前期水平，市场重心波动有限；电池碳酸锂市场行情略有松动，大厂价格水平维持坚挺，

但小厂成交价格水平略有下滑；氢氧化锂市场偏弱势运行为主，金属锂市场维持稳定。 

目前全球范围钴大环境疲软，国际钴市场对国内的钴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小，钴下游市场比

较萎靡，新能源和动力电池方面，很难为钴市场带来提振，大型钴企业如金川、华友、凯

实、凯力克、格林美等签单甚少，预计国内外钴价让继续维持弱势。 

临近端午节假期，镨钕氧化物下游询单增加，市场报价上涨。镝铽市场表现坚挺，上游出

货稳定，略显惜售，下游按需采购，重稀土原矿数量减少即将显现，分离厂原料端偏紧，

市场报价上涨，下游接受程度尚可，实际成交价格变化不大，氧化铽价格上涨，下游询单

接货积极，但数量不多，实际成交价格上移，预计后市持续上涨。 

其他小金属：五氧化二钒上涨 3.40%，氧化钽上涨 0.32%；精铋下跌 1.78%，铬矿下跌 1.45%。 

表 1：本周小金属价格汇总 

金属  品种  单位  价格  周涨幅  月涨幅  年初至今  

钨  

黑钨精矿  元/吨  91000 -2.15% -3.19% -4.71% 

白钨精矿  元/吨  90000 -2.17% -3.23% -5.26% 

钨铁  元/吨  151000 -0.66% -1.95% -1.95% 

钨酸钠 元/吨 121500 0.00% -1.62% -5.45% 

APT 元/吨  138000 -1.43% -3.50% -9.21% 

钨粉  元/公斤  220 -0.90% -1.79% -8.14% 

碳化钨  元/公斤  218 -0.91% -1.80% -8.21% 

钨材  元/公斤  430 0.00% 11.69% 11.69% 

钼 

钼精矿 元/吨度 1820 0.00% 0.00% 6.43% 

钼酸铵 元/吨 134000 0.00% 0.00% -2.19% 

氧化钼 元/吨度 1931 0.05% 0.05% 6.69% 

钼铁 元/吨 121500 0.00% -1.22% 7.52% 

钼材 元/吨 233500 0.00% 0.00% 2.19% 

锆 

国产锆英砂 元/吨 11700 0.00% 0.00% 0.00% 

进口锆英砂 美元/吨 1640 0.00% 0.00% 0.00% 

硅酸锆 元/吨 14000 0.00% 0.00% 1.45% 

氧氯化锆 元/吨 16000 0.00% 0.00% -4.76% 

氧化锆 元/吨 55000 0.00% 0.00% 1.85% 

海绵锆 元/公斤 250 0.00% 0.00% 0.00% 

钛 

钛精矿  元/吨  1350 -10.00% -10.00% 6.30% 

金红石  元/吨  4600 -2.13% -2.13% -2.13% 

钛铁 元/吨 10500 0.00% 0.00% 0.00% 

四氯化钛  元/吨  8000 6.67% 8.11% 8.11% 

钛白粉 元/吨 16300 0.00% -2.98% -4.68% 

金红石型钛白粉 元/吨 16300 0.00% -2.98% -6.32% 

海绵钛  万元/吨  7.4 4.23% 4.23% 8.82% 

钛渣  元/吨  4000 -3.61% -3.61% -6.98% 

镁 镁锭  元/吨  16800 -0.88% -1.47% -2.04% 

锑 
锑精矿 元/金属吨 35000 0.00% 0.00% -11.39% 

氧化锑 元/吨 39500 0.00% 0.00%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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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锭 元/吨 44000 0.00% 0.00% -10.66% 

铬 

铬矿  元/吨度  34 -1.45% -6.85% -4.23% 

铬铁  元/基吨  6850 -1.44% -2.84% 3.01% 

金属铬 元/吨 75000 0.00% -2.60% -2.60% 

金属铬 MB 自由市场 美元/吨 10605 0.00% -2.75% -2.75% 

锰 

进口锰矿  元/吨度  52.25 -0.95% -3.69% -13.64% 

氧化锰矿 元/吨 1075 0.00% 10.26% 10.26% 

低碳锰铁 元/吨 11400 0.00% 0.00% -7.69% 

中碳锰铁 元/吨 9800 0.00% 0.00% -4.85% 

高碳锰铁 元/吨 6800 0.00% 0.00% -9.33% 

电解锰 元/吨 13300 0.00% -0.75% -0.75% 

电解锰出口 美元/吨 1985 0.00% 0.00% 2.85% 

硅锰 6517 元/吨  7425 1.02% 2.41% -8.90% 

硅锰 6014 元/吨  6500 1.56% 1.96% -8.45% 

富锰渣 元/吨 1365 0.00% 0.00% 0.00% 

锗 锗锭 元/公斤 7450 0.00% -1.32% -5.10% 

钒 

五氧化二钒  元/吨  121500 3.40% -16.21% -42.14% 

偏钒酸氨  元/吨  99500 7.57% -18.78% -37.81% 

钒铁  元/吨  131500 7.35% -20.30% -45.21% 

钒合金  元/吨  192500 5.48% -18.09% -44.20% 

铟 铟锭 元/公斤 1080 0.00% -7.30% -29.18% 

镉 
0#镉锭条 元/吨 20400 0.00% 0.00% 14.61% 

1#镉锭条 元/吨 20050 0.00% 1.01% 14.57% 

铋 精铋  元/吨  41500 -1.78% -9.78% -15.31% 

钽 
氧化钽 元/公斤 1725 0.00% -1.15% -12.66% 

氟钽酸钾 元/公斤 1125 0.00% 0.00% 0.00% 

铌 
铌铁 万元/吨 26.25 0.00% 0.00% -9.33% 

氧化铌  元/公斤  313 0.32% 1.95% -3.69% 

锂 

金属锂≥99% 元/吨 710000 0.00% -2.07% -10.69% 

氢氧化锂 LiOH 元/吨 91500 0.00% -3.68% -16.82% 

电池级碳酸锂市场价  元/吨  75000 -1.32% 0.00% -2.60% 

工业级碳酸锂市场价 元/吨 69000 0.00% 0.00% -2.82% 

钴 

MB 低级钴  美元/磅  15.025 -4.45% -9.76% -44.86% 

电解钴  元/吨  24.6 -1.60% -7.17% -30.11% 

钴粉  万元/吨  25.9 -0.77% -7.50% -39.77% 

四氧化三钴  万元/吨  17.3 -0.57% -9.42% -33.97% 

硫酸钴  万元/吨  4.15 -4.60% -15.31% -36.15% 

稀土 

包头氧化镧 3N 万元/吨 1.21 0.00% -4.72% -4.72% 

包头氧化铈 3N 万元/吨 1.21 0.00% -9.02% -9.02% 

氧化镨  万元/吨  40.5 2.53% 2.53% 2.53% 

氧化钕  万元/吨  35.5 4.41% 13.06% 13.06% 

氧化铽  万元/吨  382 5.52% 29.49% 29.49% 

氧化镝  万元/吨  200 1.01% 65.29% 65.29%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wind，MB，天风证券研究所 

 

2. 锂：锂市场维持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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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本周碳酸锂市场整体略有松动，工业碳酸锂市场暂时稳定运行，电池碳酸锂价格略
有下滑，氢氧化锂市场延续弱势。具体来看，工业碳酸锂市场行情以稳为主，国内主要厂

家订单排满，市场零散货源有限，整体市场商谈维持前期水平，市场重心波动有限；电池

碳酸锂市场行情略有松动，国内大厂价格水平维持坚挺，但是小厂成交价格水平略有下滑；

氢氧化锂市场偏弱势运行为主，金属锂市场维持稳定。 

图 1：本周金属锂价格暂稳  图 2：本周氢氧化锂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本周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 1.32%  图 4：本周工业级碳酸锂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3. 钴：国内外钴价继续走跌 

综述：目前全球范围钴大环境疲软，国际钴市场对国内的钴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小，钴下游
市场比较萎靡，新能源和动力电池方面，很难为钴市场带来提振，大型钴企业如金川、华

友、凯实、凯力克、格林美等签单甚少，预计国内外钴价让继续维持弱势。 

     图 5：本周MB低级钴价格下跌 4.45%  图 6：本周电解钴价格下跌 1.6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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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本周四氧化三钴价格下跌 0.57%  图 8：本周硫酸钴价格下跌 4.6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4. 锆：汇率影响，成本上升 

综述：本周锆系市场整体交投行情运行相对稳定，受近期汇率的影响，锆系产品进出口成
本有所增加，部分持货商有意提价走货，但下游市场行情不佳，市场需求释放一般，大多

持货商暂时处在观望之中。 

锆英砂：近期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导致进口锆英砂成本有所增加，持货商报价坚挺，部分

企业有提价意愿，但由于下游市场行情并未得到明显改善，采购相对乏力，且压价较为严

重，锆英砂呈现出有价无市的局面，预计短时间内实际执行价格难有改善。 

图 9：本周国产锆英砂价格暂稳  图 10：本周进口锆英砂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硅酸锆：硅酸锆市场交投一般，受汇率影响上游锆精矿价格坚挺，部分企业有提价意愿，
但下游陶瓷企业开工需求一般，受陶瓷市场行情不佳影响，采购商下单较为谨慎，卖家多

执行前期订单，为避免流失客户，大部分企业仍在观望。 

氧氯化锆：国内氧氯化锆市场报价持稳，近期上游锆英砂涨价并未如期到来，加之片碱价

格小幅下行，部分锆英砂企业有低价走货的意愿。 

图 11：本周硅酸锆价格暂稳  图 12：本周氧氯化锆价格暂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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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5. 镁：镁价略有下跌 

综述：本周金属镁价格小幅下跌，需求明显收缩，价格出现松动态势，厂家承压，出货情

绪增加，小幅降价探市，但市场成交未有改善。下游厂家在行情下行中，观望情绪增加，

仅做刚需采购，期待更低价格入市。 

图 13：本周镁锭价格下跌 0.88%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6. 锰：锰系价格弱势运行 

综述：本周锰矿市场弱势运行，下游硅锰市场信心走好，现货紧张，询单较多，厂家盈利

尚可，开工好，但并未影响到锰矿价格，厂家采购较为谨慎。 

锰矿：本周锰矿市场弱势运行，下游硅锰市场信心走好，但并未影响到锰矿价格，厂家采
购较为谨慎，现货仍略滞销，港口锰矿库存高企，外盘报价下调，但调整有限，市场承压

运行。 

图 14：本周进口锰矿价格下跌 0.95%  图 15：本周国产氧化锰价格暂稳（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硅锰：硅锰盘整，现货紧张，询单较多，厂家盈利尚可，开工好，继河北大型钢厂招标价
格落定后，华东及南方等钢招在本周也将陆续敲定，基本围绕在 7600 元/吨一线，低价采

购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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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本周硅锰 6517 价格上涨 1.02%  图 17：本周硅锰 6014 价格上涨 1.56%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电解锰：本周电解锰市场重心稳定，与上周相基本无变化，市场需求一般。国外市场 FOB

报价在 1955-1965 美元/吨，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汇率大幅波动，出口商心理价格差异较

大，但多数操作还是较为谨慎。 

图 18：本周电解锰价格暂稳  图 19：本周电解锰出口价格暂稳（单位：美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7. 钨：钨产品价格整体下调 

综述：本周钨产品价格整体下调。国内钨价整体持续阴跌行情，场内整体购销氛围清淡，

供需僵持胶着，加上成本、资金、出口等压力，以及大企业长单采购价及机构预测均价大

幅下调影响，业者信心以及贸易商参与信心愈加低迷，主流钨品价格在弱势区间整理，成

交量难释出。 

钨精矿：目前钨精矿市场成交仍较僵持，下游需求难见增长，可操作空间较小，价格进一
步下调。大企业报价大幅下调加重厂商低迷情绪，市场参与度进一步下降，下游多无采购

计划，加之贸易商方面多对后市不看好，预计后市价格或将继续走低。 

图 20：本周黑钨精矿价格下跌 2.15%  图 21：本周白钨精矿价格下跌 2.17%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仲钨酸铵（APT）：近期冶炼工厂长期处于倒挂的巨大压力中，后期多有进一步控产、减产
计划。市场存在泛亚库存、国际贸易出口、流通资金周转等可能释放利空的不稳定因素，

贸易商入市积极性不高，基本维持按单操作，市场成交行情平淡，预计后市价格或将继续

走低。 

钨铁：目前大部分钨铁冶炼厂维持按需操作，散货成交稀少，后端需求持续偏弱，价格小

幅阴跌。 

图 22：本周 APT 价格下跌 1.43%  图 23：本周钨铁价格下跌 0.66%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钨粉/碳化钨：钨粉、碳化钨粉价格下调。受国际贸易摩擦影响，终端机床、模具、硬质合
金输出受阻，进而粉末需求持续较少，企业生产动力不足，厂商操作难度较大，实际成交

价格不断走低，预计后市价格会进一步下调。 

图 24：本周钨粉价格下跌 0.90%  图 25：本周碳化钨价格下跌 0.91%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8. 钼：钼系价格相对坚挺 

综述：钼原料市场运行稳固，受现货供应偏紧且环保开采等成本支撑，钼精矿企业报价坚

挺，下游钢厂招标钼铁陆续启动，招标量尚可，需求释放较大，但招标压价较为严重。 

钼精矿：本周国内钼精矿市场平稳运行。钼原料市场运行稳固，受现货供应偏紧且环保开

采等成本支撑，钼精矿企业报价坚挺，持货商惜售挺价操作为主，长单交易陆续展开，散

货询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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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本周钼精矿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氧化钼：本周国内氧化钼市场维稳，得益于钼原料市场货源持续偏紧，钼精矿市场报价愈

发稳固，氧化钼市场价格延续坚挺。 

钼铁：本周国内钼铁市场稳中偏弱整理。适逢月初，下游钢厂招标钼铁陆续启动，招标量

尚可，需求释放较大，但招标压价较为严重。 

图 27：本周氧化钼价格暂稳  图 28：本周钼铁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9. 钛：价格整体偏弱 

综述：目前国内钛精矿整体市场平稳偏弱运行，攀西地区钛矿市场询盘稳定，厂家虽有意
坚挺报价，但在下游行情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实际成交价格受压制严重。钛白粉企业开工

率略有下降，企业库存有一定积压，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化库存，走货并不顺畅。 

钛精矿：目前国内钛精矿整体市场平稳偏弱运行，攀西地区钛矿市场询盘稳定，厂家虽有

意坚挺报价，但在下游行情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实际成交价格受压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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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本周钛精矿价格下跌 10.00%  图 30：本周金红石价格下跌 2.13%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钛白粉：近期钛白粉企业开工率略有下降，企业库存有一定积压，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化
库存，走货并不顺畅。前一段时间钛白市场比较低迷，下游工厂受环保检修影响普遍开工

率较低，终端需求表现疲软。 

图 31：本周钛白粉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10. 稀土：稀土继续全线上涨 

综述：本周稀土产品价格上涨。临近端午节假期，镨钕氧化物下游询单增加，市场报价上

涨。镝铽市场表现坚挺，上游出货稳定，略显惜售，下游按需采购，重稀土原矿数量减少

即将显现，分离厂原料端偏紧，市场报价上涨，下游接受程度尚可，实际成交价格变化不
大，氧化铽价格上涨，下游询单接货积极，但数量不多，实际成交价格上移，预计后市持

续上涨。 

图 32：包头氧化镧价格暂稳  图 33：包头氧化铈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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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氧化镨价格上涨 2.53%  图 35：氧化钕价格上涨 4.41%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6：氧化镝价格上涨 1.01%  图 37：氧化铽价格上涨 5.52%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11. 其他小金属（锑、铬、锗、钒、铟、镉、铋、钽、铌） 

其他小金属：五氧化二钒上涨 3.40%，氧化钽上涨 0.32%；精铋下跌 1.78%，铬矿下跌 1.45%。 

图 38：锑精矿本周价格暂稳  图 39：铬矿本周价格下跌 1.45%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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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本周锗锭价格暂稳  图 41：本周五氧化二钒价格上涨 3.4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2：本周铟锭价格暂稳（单位：元/千克）  图 43：本周镉锭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4：精铋价格下跌 1.78%  图 45：氧化钽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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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氧化铌价格本周价格上涨 0.32%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风险提示 

需求回暖不及预期的风险、上游供给大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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