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盘拖累榨利丰厚，豆粕反弹尚待时机

神华研究院 吴起睿

摘要：本周油脂油料盘面呈现小幅震荡走势，美豆丰产预期明朗反弹乏力，

前期接连下跌的粕类反弹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本周抑制豆粕主力合约反弹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 CBOT大豆的弱势拖累国内盘面，其二是榨利丰厚套盘给

予价格的压力。下周这两个因素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如果非洲猪瘟疫情进一

步爆发，豆粕的反弹过程可能继续受到影响。因此，预计后市将呈现震荡格局，

多单投资者或可先行获利平仓。待到豆粕主力合约有效突破上方压力位后，再行

多单参与。支持 3000 压力 3200。油脂板块弱势格局未改，豆油价格的转折点或

随菜油走势而行，菜油价格向上突破时可以考虑做多豆油。最终，棕榈油价格的

走强才会预示着整个油脂板块由弱转强。建议短期以观望为主，或依 60日均线

和 120日均线之间做多空处理。支撑 5500 压力 5900。

一、行情回顾

本周油脂油料盘面呈现小幅震荡走势，美豆丰产预期明朗反弹乏力，前期接

连下跌的粕类反弹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油脂板块弱势格局未改。具体来看，

CBOT大豆（0.18%），国内豆粕主力（0.26%），菜粕主力（-0.09%）,棕榈油主力

（-0.41%），豆油主力（-0.24%），菜油主力（-0.10%）。
图 1-1 豆类相关品种主力合约周度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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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1、主产区高温偏干，丰产预期不变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作物进展周度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大豆作物优良率保持稳

定。 截止到 2018年 9 月 2 日，美国 18个大豆主产州的大豆落叶率为 16%，上

周 7%，去年同期 10%，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9%。大豆作物优良率为 66%，一周

前是 66%，去年同期为 61%。其中评级优的比例为 17%，良 49%，一般 23%，差

8%，劣 3%，一周前为优 17%，良 49%，一般 23%，差 8%，劣 3%。
图 2-1 美国地区下周气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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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美国地区下周降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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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未来 6-10天美国地区气温和降水预报：高温天气将由东到西贯

穿美国大部分地区，美豆的整个主产区都被高温天气覆盖，整体气温距平均历史

均值高 33%-80%不等，其中南达科它州、内布拉斯加周、爱荷华州高温天气尤其

严重，气温距平均历史均值高 70%-80%；降水方面也偏干旱，大部分、主产区降

雨量距平均历史均值低 33%-50%，堪萨斯州降雨量距平均历史均值低 50%-70%。
今年美国大豆的播种时间稍早于往年，所以大豆生长的关键期基本已经过去。

NOAA 的天气预报虽然高温偏干，但是美国大豆丰产预期不变，CBOT 大豆价格

在 830-840 美分/蒲区间低位震荡。之后我们要关注的是降雨和洪涝情况，如果

发生此类天气可能会影响大豆的收获工作。

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国内连粕走势与 CBOT 大豆价格走势高度相关，贸易

战爆发后两者走出了内强外弱的格局。虽然贸易战降低了内外盘价格走势的相关

性，然而 CBOT 大豆价格的走弱还是会拖累国内盘面豆粕价格。

2、库存高企榨利丰厚，豆粕价格受到压制

虽然大豆进口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低于预期，不过国内库存水平持续维持高位。

截止 9 月 2 日，国内进口大豆库存量 710.15万吨，国内豆粕库存量 135.50 万吨。

进口大豆和豆粕的库存量水平高位震荡后继续走高。

国家临储拍卖情况也印证了短期豆类供应充足的观点：9月 5 日国家临时存

储大豆成交 4.7778 万吨，成交比率 24.21%；国家临时存储进口豆油计划销售

29245 吨，全部流拍。库存情况仍然偏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 2018 年我国

大豆总产量 1580万吨，较去年增产 125万吨，为 2006 年以来最高水平。截止 8
月 31日，临储拍卖大豆累计成交 141万吨，后期拍卖将持续，市场供给充足。

图 2-3 近五年国内大豆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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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近五年国内豆粕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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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进口大豆榨利丰厚也是豆粕期货价格受到压制的重要原因，WIND 数据

显示 9 月初进口大豆榨利出现明显回升，榨利约为 70-140，套盘压制豆粕价格走

势。

图 2-5 进口大豆压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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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粮仓数据显示，9 月大豆到港预估 737 万吨、10 月 750 万吨、11 月

700 万吨、12 月仅 450 万吨。由此来看，短期供给仍然充足。库存的转折点可

能会出现在 11-12 月份。

3、非洲猪瘟疫情继续扩大，生猪价格持续回落



非洲猪瘟（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

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所有品种和年龄的猪均易感，严重危害全球养猪业。该病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而且因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危害性严重，因此被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同时也被我国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非洲猪瘟疫情仍在继续扩大，呈现多点发散之势，目前国内已有八起非洲猪

瘟疫情发生。

第一起发生在 8月 1 日 13 时，解放军军事兽医研究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沈

北街道五五社区，养猪户张某送检病料中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8 月

3日 11 时，国家参考实验室确诊本起疫情为非洲猪瘟疫情，为国内首次发现。

第二起发生在 8月 14 日，河南省郑州市经济开发区某食品公司屠宰场的一

车生猪发生不明原因死亡，共 260头，发病 30头，死亡 30 头。经中国动物卫生

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该起疫情为非洲猪瘟疫情。

第三起发生在 8月 15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某养殖场的生猪出现不明

原因死亡，截至目前，发病 615头，死亡 88头。经确诊，该起疫情为非洲猪瘟

疫情。

第四起发生在 8月 17 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畜牧兽医局接到报告，某养

殖小区 3 个养殖户的生猪出现不明原因死亡。截至目前，发病 430头，死亡 340
头。

第五起发生在 8 月 29日，安徽省畜牧兽医部门在开展非洲猪瘟疫情排查时，

发现芜湖市南陵县某养殖场生猪不明原因死亡。8 月 30 日，经中国动物卫生与

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为非洲猪瘟疫情。该场共存栏

生猪 459头，截至目前，发病 185头，死亡 80头。

第六起发生在 9 月 3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安徽省宣

城市宣州区金坝办事处某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养殖场存栏生猪 308头，

发病 152头，死亡 83头。

第七起发生在 9 月 3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江苏省无

锡市宜兴市某养殖户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养殖户存栏生猪 97头，发病 12 头，

死亡 9头。

第八起发生在 9 月 6日发布，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

情。该养殖场存栏生猪 886头，发病 62头，死亡 22 头。

WIND 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31 日，22 省平均猪价中仔猪价格回落后出现反

弹；而生猪价格持续回落，由最高点的 13.85 元/千克降至 13.48 元/千克；平均

猪肉价格还在继续上涨，不过涨幅减小。后期应持续关注猪肉价格走势，当非洲

猪瘟疫情影响到了消费端的平均猪肉价格时，豆粕的价格或将会出现疫情影响下

的第二轮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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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2省平均仔猪、生猪、猪肉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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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油脂板块继续弱势，菜油走势或为先行指标

上周油脂板块延续前期走势，供给水平对盘面价格形成压制，菜油和豆油市

场库存水平继续上升，棕榈油库存虽然下降但是考虑到马棕仍然处于增产时期，

三种植物油仍然缺乏向上突破的力量。

如我们前期的研究报告提到的，菜油可能是目前油脂板块最强的品种：一方

面是菜籽的减产，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储备去库存已接近尾声。所以，反弹周期

可能由油脂板块基本面最强的品种菜油来引领，棕榈油的走强将意味着整个油脂

板块的走强。

前期走低的油粕比近期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菜系油粕比已恢复至近五年

均值附近。但是豆系油粕比修复并不明显，预计后市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如果

9月非洲猪瘟疫情持续爆发的话，豆系油粕比修复可能好于预期。

图 2-7 豆系、菜系油粕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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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展望及策略

图 3-1 豆粕主力合约日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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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看，豆粕主力合约本周窄幅震荡，上方压力重重，反弹之路可谓一路

坎坷。MACD能量柱最终转红，然而力量较弱。本周抑制豆粕主力合约反弹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 CBOT大豆的弱势拖累国内盘面，其二是榨利丰厚套

盘给予价格的压力。下周这两个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如果非洲猪瘟疫情进一

步爆发，豆粕的反弹过程可能继续受到影响。因此，预计后市将呈现震荡格局，

多单投资者或可先行获利平仓。待到豆粕主力合约有效突破上方压力位后，再行

多单参与。支持 3000压力 3200。

图 3-2 豆油主力合约日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神华研究院

技术上看，豆油主力合约情况与前几周相类似，120日均线位置压力明显，

市场缺乏向上突破力量。MACD 绿柱转红柱，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利好豆油，豆

油主力合约多次试图向上突破，然而目前来看尚需继续积蓄力量。预计下周，豆



油主力合约将持续在 60 日均线和 120日均线之间呈震荡之势。豆油价格的转折

点或随菜油走势而行，菜油价格向上突破时可以考虑做多豆油。最终，棕榈油价

格的走强才会预示着整个油脂板块由弱转强。建议短期以观望为主，或者依 60

日均线和 120日均线之间做多空处理。支撑 5500 压力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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