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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阐述了 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简称为“工业硅指数”、“工业硅价格指数”）的计算

和管理方法。旨在反映工业硅市场每天的价格变动，为工业硅市场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提供重要的研

究指标。 

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管理 

为了确保 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的构建、维护和运营达到最高标准，Mysteel 价格的管理者，

即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钢联”或“管理者”，在此文件中称为“Mysteel”），采

用了稳健的管理框架来管理指数、批准新指数及对现有价格指数方法论的修改。 

指数管理委员会 

Mysteel 指数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与指数提供有关的各方面工作，价格由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指数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上海钢联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委员会希望能确保指数持续

反映市场变化，并不断审查其方法，以满足废不锈钢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 

指数管理委员会使用精密的审计和监督机制，确保严格按照指数方法进行指数计算。 

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及其职权范围由 Mysteel 资讯管理委员会批准。在挑选指数管理委员会成员

时，资讯管理委员会需要认真考虑，确保指数管理委员会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计算职责 

Mysteel 指数的日常管理由 Mysteel 信息团队和 Mysteel 指数团队负责，信息团队和指数团队分

别负责数据收集和指数计算。 

协商流程 

Mysteel 指数管理委员会应评估价格的重大变更或中止对用户和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潜在影响，如

果情况许可且与价格性质吻合，可安排对用户和利益相关者进行调查收集反馈。通常是与指数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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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协商后决定对用户和利益相关者进行调查，同时还将决定调查范围和期限。除这之外，任何用户

或利益相关者都欢迎对工业硅价格指数方法论提供建议，可以通过给指数管理委员会发邮件

（imc@mysteel.com），或者给指数管理委员会秘书发邮件（secretary_imc@mysteel.com）等方式

实现。 

提交者的持续审查 

Mysteel 的外部数据提交者必须接受行为准则，并与 Mysteel 签署协议，明确各方责任。 

此外，Mysteel 还定期审查参与提交数据以供 Mysteel 价格的公司。这些审查是为了确保 Mysteel

用于编制价格的数据的适合性和可靠性。这些审查定期进行的（至少一年一次），可能会考虑一系列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他们是否与 Mysteel 或 Mysteel 的员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他们的

信用评级，以及运营和后勤问题。 

审查会对个人提交和每个外部提交者的提交历史进行考虑。 

除监管机构或相关市场监督机构要求外，Mysteel 不会披露外部提交者例行审查的性质、范围或

结果。 

总则 

Mysteel 非常重视保密性，所有员工都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除法律要求外，决不披露任何与

编制价格相关的信息，不管是否与指数值、数据或客户相关。Mysteel 严禁团队员工作为个体或代表

市场参与者参与成交、报盘或询盘，也严禁团队员工向市场参与者提供免费订阅或其他任何好处，折

算成费用或市场信息。团队员工每年都有一份具体的利益冲突声明，声明他们没有从非公开信息中受

益。 

Mysteel 非常重视对指数团队成员的培训，以确保他们具备履行特定职责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

经验。从试用期到正式录用期，Mysteel 都为指数团队员工提供各种不定期培训和定期培训，并严格

规范培训内容，以确保他们理解并遵守内部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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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硅价格指数编制意义 

工业硅作为硅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备受期、现货市场关注。纵观全球工业硅生产及消费

地区，我国为当之无愧的工业硅供需大国，发展至今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业硅市场体系。近年来，

随着数字经济、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等概念的深入，编制工业硅现货价格指数、提高国际市

场影响力、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 Mysteel 作为恪守第三方立场的价格报告机构（Pricing Report Agency）构建了

以价格为核心、影响价格波动的多维度数据体系，并推出了反映国内工业硅价格波动幅度与趋势的综

合指数——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为投资者、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判断工业

硅价格变化与趋势信息提供借鉴。 

工业硅价格指数的推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的推出可为工业硅市场参与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监测，

有助于政企把握市场动态，做出理性交易决策。另一方面，指数的推出可有效化解由于信息不对称造

成的负面影响，以更为定量、透明、直观的方式展现市场即时变化，其对合理引导社会预期、稳定市

场价格、促进供需平衡等作用效果明显。 

其次，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的推出可提升行业参与者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参与权、表达

权、主动权及主导权，从而提升了我国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扩大行业影响力。 

最后，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的推出有益于打造政府良性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水平。大数据时

代的来临使指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指数，是我国制造业企业

由传统走向创新、由低效转为高效、由孤立无援走向协同合作的必要且关键一步。工业硅价格指数在

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政府调控监管的逻辑，政府可基于指数结果准确把握行业变化趋势、波动规律

及传导机制，从而全面了解市场量价走势并对市场异常波动做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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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简介 

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是基于 Mysteel 一手价格数据，根据科学、既定的编制方法得出的，反

映一定时期内国内工业硅现货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价格数据。其中，根据是否与基期数据进行

对比分为 Mysteel 工业硅绝对价格指数及 Mysteel 工业硅相对价格指数。工业硅绝对价格指数即反映

国内市场工业硅日度价格波动情况，单位为元/吨；工业硅相对价格指数即反应国内市场工业硅日度

价格数据对比基期价格数据的相对波动情况，单位为点。基期选择方面，考虑到多方因素，确定将 2016

年 1 月 4 日为基期，基点为 100 点。 

指数设计思路 

指数品种选择 

1. 型号选择原则 

我国工业硅细分规格及品类较多，其中，应用领域较广的为 Si5530 及 Si4210，Si4210 多应用

于有机硅领域。参照工业硅期货交割制度及市场需求，为市场提供较为明晰的基准价格参考，确定应

用领域最为广泛的 Si5530 作为指数标的。 

地区选择方面，以上一年度国内产地年产量作为依据，选择新疆、云南、四川、内蒙古、天津、

广州地区 553#工业硅价格作为基础数据，并根据不同产区特性细分为通氧及不通氧两类工艺，将其

纳入价格指数计算公式。 

2. 型号及市场退出原则 

首先，当既定型号市场代表性逐渐减弱时，会对代表选择作出调整。工业硅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市

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各品种产能产量等的变化，每年各牌号权重占比会发生变动。当工业硅

553#价格趋势变动的行业代表性减弱时，会考虑优化方法论及计算公式。 

其次，当代表性市场价格数据停更时，会对该数据作出调整。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的所有数

据均为一手数据，来源于 Mysteel 内部调研及计算。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可能会存在由于某些企业

面临停业整顿、倒闭等情况导致数据采集停止；行业技术进步导致品种被替代、产能显著减少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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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品种价格数据长期停更情况。出现此类情况时，我们会对已停更的指标进行剔除，并第一时间

寻求与该市场关联性最高的市场做价格数据替代；若该市场已不具备行业代表性并无替代指标时，则

会选择直接剔除不做替代。 

指数编制细则 

1. 权重分配原则 

为了准确、及时反映我国工业硅现货市场日度价格波动，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选取年产量在

10 万吨以上及贸易活跃的市场，并以其前一年度年产量数据作为依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每一市场

权重数据将会在方法论中公开披露并在每年第一季度做定期更新调整。 

2. 指数计算公式 

Mysteel工业硅价格指数根据是否与基期数据做对比细分为工业硅绝对价格指数及工业硅相对价

格指数。其中： 

（1）工业硅绝对价格指数=新疆市场分指数*ω新疆 +云南市场分指数*𝜔云南 +

四川市场分指数*𝜔四川+内蒙古市场分指数*𝜔内蒙古 +天津市场分指数*𝜔天津+广东市场分指数*𝜔广东  

（2）工业硅相对价格指数=
报告期工业硅价格指数

基期工业硅价格指数
∗ 100 

其中，（1）式中𝜔𝑖指该市场权重值。各市场分指数依据其市场特性，存在通氧工艺价格及不通

氧工艺价格两类，在计算时会根据其年流通量赋予对应权重并计算。 

3. 数据来源 

在数据采集方面，Mysteel 坚持对数据源直接沟通，获取一手数据。具体的采集方式如下： 

 电话：数据采集团队使用呼叫中心系统，所有通过呼叫系统采集的数据均保留录音，以保证所

有历史数据可以优选追溯及核准。数据采集人员不得使用私人固话或手机采集数据。 

 实际调研走访：通过走访进行数据采集，保留录音或访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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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消息软件：通过网络即时聊天工具，如企业微信等，采集并完整保存相关聊天记录。 

 邮件：通过 mysteel.com 域名的邮件提交有效数据。 

方法论修订 

Mysteel 会充分考虑工业硅市场发展变化及相关利益者的反馈意见，当指数管理委员会及指数编

制成员发现由于市场趋势变化等导致方法论内容需要修订或补充时，均会在第一时间开会讨论修订方

案并提前发布通知对外征询意见。其中： 

 权重修订：各市场权重依据 Mysteel 调研数据滚动更新，更新后于每年一月对外发布。 

 方法论内容如遇重大修订及调整，会在调整前 6 个月在 Mysteel 指数页面

（https://index.mysteel.com/xpic/desktop.html）发布通知并对外征询意见。 

记录保存 

无论采用何种收集渠道， Mysteel 会存档记录与数据提交者的所有通信记录以及基础数据，时

长 5 年，确保工业硅价格指数中使用的所有数据信息都可以追溯到原始记录。 

指数发布 

Mysteel 工业硅价格指数发布频率分为日度、周度、月度、年度。其中： 

Mysteel 将在每个工作日晚 18:30 发布当日数据。发布后，于第一时间通过 Mysteel 官方网站、

手机 App、钢联数据库等途径公布。周度、月度、年度数据在计算期内日度数据全部公布后，即会同

步更新。 

公布时间可能受公共假期的影响。具体公布安排请访问 https://index.mysteel.com/xpic/desktop.html 

公布时间也可能受到各种紧急情况和不可抗力的影响，如停电、自然灾害和恐怖活动。若发生这

种情况，Mysteel 将尽力尽早发布公布。 

https://index.mysteel.com/xpic/deskt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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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如发现错误数据，Mysteel 都会立即发布公告并于第一时间修正错误数值。 

澄清数据请求 

Mysteel 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客户可能会就 Mysteel 的样本收集方法、计算方

法、标准化流程等提出问题。 

如果客户需要额外信息，例如某些数据或计算方法的详细介绍。请发送邮件至 imc@mysteel.com

联系我们。 

投诉 

客户或利益相关者对 Mysteel 提供的 Mysteel 指数的某些方面有所不满的可能会投诉。Mysteel

处理投诉详情可以在 Mysteel 投诉处理政策中找到。Mysteel 投诉处理政策和投诉信息披露都可通过

向 complaints@mysteel.com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或 者 在 Mysteel 投 诉 页 面 中 找 到

https://www.mysteel.com/feedback/index.html 

mailto:imc@mysteel.com
mailto:imc@mysteel.com
https://www.mysteel.com/feedbac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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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工业硅各规格列表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名义硅含量，不小于 
主要杂质元素含量，不大于 

Fe Al Ca 

Si1101 99.79 0.1 0.1 0.01 

Si2202 99.58 0.2 0.2 0.02 

Si3303 99.37 0.3 0.3 0.03 

Si4110 99.4 0.4 0.1 0.1 

Si4210 99.3 0.4 0.2 0.1 

Si4410 99.1 0.4 0.4 0.1 

Si5210 99.2 0.5 0.2 0.1 

Si5530 98.7 0.5 0.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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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各主产区权重列表（2022 年） 

指数名称 分指数名称 分指数权重（2022年） 

工业硅 533价格指数 

新疆市场分指数 78.86% 

云南市场分指数 5.16% 

四川市场分指数 5.71% 

内蒙古市场分指数 6.79% 

广东市场分指数 3.07% 

天津市场分指数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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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采价企业名单（2022 年）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阿坝州嘉信硅业有限公司 27 四川金洋康宁硅业有限公司 

2 昌吉吉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东方希望） 28 四川乐山鑫河电力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峨边晶源硅业 

3 德昌县宏鑫科技有限公司 29 四川林河硅业有限公司 

4 峨边金凯亿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30 四川纳毕硅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 甘洛县丰鑫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31 四川省石棉县泰丰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6 甘洛县银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2 四川省荥经县福荥冶金有限公司 

7 哈密晶河源硅业有限公司 33 四川省兴晟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 

8 金川宏盛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34 四川西昌金鑫矿冶有限公司 

9 乐山洋合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5 四川西南阳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凉山州惠东永裕光伏材料研发有限公司 36 四川荥经建寅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11 马尔康汇源硅业有限公司 37 汶川利和硅业有限公司 

12 茂县建隆硅业有限公司（浩顺） 38 小金嘉镕硅业有限公司 

13 茂县潘达尔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39 新疆国鹏科技有限公司 

14 茂县三合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 新疆加州硅业有限公司 

15 茂县盛佳有限责任公司 41 新疆嘉格森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 冕宁县隆盛达硅业有限公司 42 新疆杰荣硅业有限公司 

17 冕宁县茂源电冶有限公司 43 新疆金腾硅业有限公司 

18 冕宁县泰和硅业有限公司 44 新疆锦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 尼勒克县瑞鑫矿业投资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45 新疆晶鑫硅业有限公司 

20 平武力合硅业有限公司 46 新疆泰格硅业有限公司 

21 普格县华鑫铁合金加工有限公司 47 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22 普格县泰元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48 新疆鑫涛硅业有限公司 

23 石棉县达兴硅业有限公司 49 新疆宇硅科技有限公司 

24 石棉县湘顺硅业有限公司 50 新疆中硅科技有限公司 

25 石棉县远航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51 伊犁金晶硅业有限公司 

26 四川恒业硅业有限公司 52 伊犁玖红硅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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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修正和更新 

版本 修订记录 修订日期 修订者 修订内容 

V 1.0 第一版 2022年 11月 21日 江旭芳、杨丹虹 一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