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粕长期仍有上涨空间，做多油粕比尚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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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月 CBOT大豆价格再创新低至 812.2美分/蒲式耳，后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反

弹，不过整体维持低位震荡的格局不变。国内方面，除了在中美重启贸易谈判消

息影响下曾拉出一条大阴线，整体来说九月豆粕主力合约涨势顺畅，月涨幅

8.61%（267）。油脂板块的弱势拖累豆油，库存压力明显。豆粕的强势上涨未能

带动豆油主力合约突破延续两个月的震荡区间。

十月我们关注的重点仍将是中美贸易战进展和非洲猪瘟爆发情况，它们将影

响豆粕的供需两面。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全面升级阶段，豆类合约底部存在强支撑。

非洲猪瘟疫情虽然从死亡和扑杀生猪的数量上来看，相对我国年均 6-7万头的生

猪屠宰量影响程度偏小，但是禁运对养猪业的影响较大，养猪大省猪价亏损，影

响农户补栏积极性。豆粕短期或稍偏震荡，长期还有上涨空间。因此，建议投资

者部分多单获利平仓，待方向确认。如果出现回调，或可在 3100-3200 区间继续

增持多单，布局未来盈利机会。豆油短期仍以弱势震荡为主，等待库存压力的缓

解。待修复的油泼比或也是投资机会，油脂板块回暖后可以考虑做多油粕比。展

望 10 月可能仍在 5700-6000区间呈震荡走势，建议投资者暂时观望为主。

一、九月行情回顾

图 1-1 CBOT大豆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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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CBOT大豆价格再创新低至 812.2美分/蒲式耳，后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反

弹，不过整体维持低位震荡的格局不变。美豆丰产明朗，叠加中美贸易战全面升

级，对 CBOT大豆价格压制明显。

国内方面，九月连粕涨幅达到 8.61%（267），突破 3300 压力位，直指 3437
前高位。整体来说九月豆粕主力合约涨势顺畅，唯有 9月 13 日拉出一条长实体

阴线，盖因为 9月 12 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向中方团队发出谈判邀请。豆油方

面虽然跟随豆粕价格出现了反弹，但是其弱势非常明显，尚未能向上突破延续两

个月的震荡区间。

展望十月，主导盘面走势的最主要因素是仍然中美贸易战进展情况，如果有

重启贸易谈判的消息还是会影响连粕价格走势，并且这一影响效果可能比较显著。

其他扰动因素包括非洲猪瘟疫情、进口压榨量、库存水平等，接下来我们一一来

看：

二、基本面情况

2.1 USDA 如期上调单产，CBOT 大豆低位震荡

图 2-1 USDA9月供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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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 USDA 发布 9 月供需报告预计，美豆新作单产 52.8 蒲/英亩（上

月 51.6，预期 52.2），美豆产量 46.93 亿蒲（上月 45.86，预期 46.49），新作期末

库存 8.45 亿蒲（上月 7.85，预期 8.3），库存消费比 19.80%（上月 18.44%）。USDA9
月供需报告如期上调美豆单产和库存水平，CBOT大豆价格承压跌至 812.2 美分/
蒲式耳新低。

目前美豆已经开始收割，收割期间需要关注北美地区降雨情况，如果发生洪

涝则可能影响美豆的收割进度。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截至 9 月 23日当周，美

国大豆收割率为 14%，高于市场预估的 13%，前一周为 6%，去年同期为 9%，五

年均值为 8%。美国大豆优良率为 68%，高于市场预估的 67%。高于去年以及五

年均值。



图 2-2 进口大豆成本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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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湾大豆进口成本在 3500-3600 区间，美西大豆进口成本在 3400-3500
区间，据此粗略计算北美大豆压榨后豆粕的成本在 3500-3800 元/吨。也就是说

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未来豆粕价格可能还有上涨空间。

2.2 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豆类价格存在底部支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措辞强烈的 33 次提及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由遏

制转变为竞争，9 月中美贸易战进入了全面升级阶段。中美互征收关税已经进入

了第二轮：

第一轮发生在 7 月 6 日，中美互对 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其中

340 亿即时实施，剩余 160 亿美元商品于 8 月 23 日正式实施。第二轮发生在 9 月

17 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关税。10%的新

关税将于 9 月 24日生效，并将在 2019 年 1月 1 日起上升至 25%。中国随即宣布

对美国 600亿美元商品征税作为回击。7 月的 500亿征税计划可以看做是中美贸

易战的前期试探，那么更大规模、覆盖面更广的 2000 亿征税计划，可以说意味

着中美贸易战进入全面升级的阶段。

9 月 12 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向中方团队发出邀请，希望中方派出部级代

表团在美国政府对华加征新一轮关税前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市场一度猜测，此

次贸易谈判正值美方尚未开始对价值 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之际，

也正逢中国宣布向 WTO 寻求支持对美实施贸易报复之时，或许为中美贸易摩擦

稍微放慢脚步的信号。

然而，接下来的一周却迎来了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征收关税确认消

息。

前期重启贸易谈判的消息，带动豆粕主力合约拉出一条长阴线，可见重启谈

判对豆粕价格影响明显，但是随着 2000亿征税计划的落地，后续涨势已将前期

跌幅吞没。



在此情况下，经过一再的重启谈判，最终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已经在

各个豆类主力合约底部形成了较为坚定的底部支撑力量。具体来看，豆粕主力合

约在 3050位置支撑力较强，豆油主力合约在 5600 位置支撑力量确认。后期各个

豆类主力合约将因贸易战的全面升级，走入震荡上涨的格局。

预计 10 月份，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态势。也就是说国内大

豆供给偏紧的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我们还是维持谨慎看多的判断。

2.3 大豆供应偏紧时间或推后，关注非洲猪瘟疫情禁运影响

根据 WIND统计，8 月大豆进口数量出现了回升，进口量约 915万吨，复又

高于五年平均水平。预计 9-11月国内仍有 2000万吨的大豆进口量。

而库存方面，WIND 数据显示，截止 9 月 23 日全国大豆库存 701.47 万吨，

豆粕库存 87.52 万吨，豆油库存 300 万吨。而国储拍卖还在继续，预计后期还将

有 100多万吨的大豆供应。

也就是说，四季度国内大约有 3000万吨的大豆供应，依据 78%出粕率和 18%
出油率的粗略计算，折合 2400万吨豆粕以及 540万吨豆油供应，加上国内库存，

共计 2500万吨豆粕和 840万吨豆油。一般来说，四季度国内月度豆粕消耗量约

800万吨、豆油消耗约 160万吨，合计约 2400 万吨豆粕和 500万吨豆油。

在此情形下，短期来看国内大豆供给仍然充足，大豆的供应缺口可能主要发

生在明年一季度。目前，在预计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油厂挺价

意愿强烈，叠加 9月双节备货买家备货意愿增加，提货速度加快，国内豆粕库存

水平出现了连续四周的下降。且前期的套盘压力下降，9 月豆粕走出了一波顺畅

的涨势。

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未变，四季度豆类主力合约可能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

涨势或许不如我们前期的预计。

图 2-3 近五年国内大豆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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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近五年国内大豆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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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近五年国内豆粕库存情况

数据来源：WIND、神华研究院

图 2-6 国内豆油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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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非洲猪瘟疫情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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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9 月 24 日，国内已发生 21 起非洲猪瘟疫情，从死亡和扑杀生猪的数量

上来看，相对我国年均 6-7 万头的生猪屠宰量，此次疫情影响程度偏小。但是，

目前生猪调运限制增加至 18 个省份，禁运对养猪业的影响较大。生猪价格出现

分化，养猪大省猪价亏损，而需求大省猪价仍在走高。

猪瘟疫情的持续发酵将打击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从而影响对豆粕的需求。目

前禁运解除时间尚未确定。

2.4 油脂板块继续弱势，短期以观望为主

油脂方面不改前期弱势格局，豆粕主力合约价格的上涨未能带动豆油主力合

约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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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

亚棕榈油产量如期恢复，但是出口持续下滑导致库存水平增至七个月高位,超出

市场预期。三种植物油仍然缺乏向上突破的力量。

虽然整个油脂板块弱势，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做多油粕比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投

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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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后市将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如果后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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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来看做多油粕比的时机尚需等待，短期仍然已

观望为主。



图 2-8 豆系、菜系油粕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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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展望

图 3-1 豆粕主力合约日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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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9 月，除了在中美重启贸易谈判消息影响下曾拉出一条大阴线，整体来

说豆粕主力合约涨势顺畅，月涨幅 8.61%（267）。9 月国内豆粕库存持续下降，

油厂挺价，买家备货意愿增强，套盘压力弱于前期。豆粕主力合约突破 3300 压

力位，直指 3437前高。豆粕期货合约最主要的基本面仍然是中美贸易战，在贸

易摩擦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豆粕主力合约价格在 3050 有强支撑。预计国

内供应偏紧时间或推后，主要发生在明年一季度。



对于 10 月，重点关注中美贸易是否又重启谈判，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的进展

情况。我们认为短期或稍偏震荡，长期还有上涨空间。因此，建议投资者部分多

单获利平仓，待方向确认。如果出现回调，或可在 3100-3200 区间继续增加多单，

布局未来盈利机会。

图 3-2 豆油主力合约日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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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整个油脂板块的弱势拖累豆油，库存压力明显。豆粕的强势上涨未能带

动豆油主力合约突破延续两个月的震荡区间。短期仍以弱势震荡为主，十月末如

果棕榈油产量出现冲高回落的话，油脂类可能开启上涨周期。待修复的油泼比或

也是投资机会，油脂板块回暖后可以考虑做多油粕比。展望 10 月可能仍在

5700-6000 区间呈震荡走势，建议投资者暂时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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