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注意阅读本报告正文后的免责条款。 1/12 

 

▶年报·两粕 

高产压力主导，偏弱震荡为主 
倍特期货  研究发展中心 2018年 12月 25日 

 

2018年两粕一波三折，在天气，猪瘟疫，贸易战反反复复的影响下，行情走出过山车走势。

这波影响 2019年将继续蔓延，南美丰产，美豆出口受阻，厄尔尼诺天气和猪瘟疫情等关键因素都

将对两粕 2019走势产生巨大影响。对于 2019年的整体走势，我们给出的意见也是偏弱震荡为主，

但如遇到超预期的变化，亦存在阶段性强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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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 

 南美丰产预期增加 

 贸易战影响继续，美豆出口延续弱势。 

 天气因素及猪瘟疫情影响。 

 

观点和操作策略：中美贸易关系缓解利好美豆利空国内豆菜

粕，另外 2019 年春节后生猪存栏可能明显下降，不利豆粕需

求，届时现货基差大概率下跌。如果贸易战缓解则豆粕将重新跟

随美豆走势，届时价格走势则需关注南美天气、美国新作播种面、

单产调整等。 

 

 

 

风险提示：本报告中的所有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不作为直接入市投资依据。本报告中的所有数据和资料均来

自网络和媒体的公开信息，不能保证数据和资料来源的准确性。若据此入市，应注意风险。作者和所在机构不

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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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018 年两粕走势呈现 M 型走势，上半年由于阿根廷干旱导致大减产，美豆指数从 950 美分左

右涨至最高 1076.4 美分/蒲。国内豆粕指数从 2700 涨至 3400 随后调整进入振荡期。下半年，由于

中美贸易战影响，使得内外盘呈现两极分化走势，美豆指数不断下跌，最低下至 830 美分以下，而

国内豆粕经历几个月的震荡后再一次从 3000 涨至 3400 一线。目前美豆基本面天气因素良好，丰产，

使得行情维持在 880 美分附近弱势震荡。国内粕在猪瘟疫情蔓延、国内出台多项政策控制，加之贸

易战暂时缓解的因素下，不断下跌，重回 2700 以下。菜粕全年基本上跟随豆粕走势，但是局部要稍

微弱一些，上半年最高涨至 2700 一线，随后震荡回调，贸易战影响不及豆粕，从 2300 反弹至 2600

一线便一路下滑，打到 2200 以下（见图 1、图 2、图 3）。  

    

图 1：美豆指数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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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豆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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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菜粕指数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二、基本面研究 

（一）南美丰产预期，美国及全球平衡表库消比均处于历史高位 

18/19 年度美豆单产平 2016 年纪录最高，为 52.1 蒲/英亩，总产为 46 亿蒲。需求端，虽然 

受益于阿根廷减产，美国国内压榨需求强劲，但失去了全球最大大豆买家中国，美豆出口表现疲弱。

最终 USDA 在 11 月供需报告中将 18/19 年度美国期末库存上调至 9.55 亿蒲，相应库存消费比

上调至 23.25%，这是自 USDA 有统计的 64/65 年度以来的历史第三高水平（见图 4、图 6）。全球

平衡表（见图 5）还包含了 18/19 年度南美供给和中国需求情况。目前南美天气形势良好，巴西播

种进度为历史同期最快，阿根廷播种也正常开展。考虑到南美关键生长期大概率会出现厄尔尼诺气

候现象，给南美带来充沛降水，市场普遍认为南美丰产可期，11 月供需报告中 USDA 预估巴西 18/19 

年度产量为 1.205 亿吨，阿根廷产量为 5500 万吨。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大豆需求却在 18/19 年度

萎缩，触发因素是中美贸易战。中国为应对贸易战从供需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提高国产

大豆补贴以鼓励农民扩大种植面积、取消豆粕出口退税、允许进口符合质量要求的印度菜粕、饲料

工业协会团标降低豆粕添加比例等等，目的都是减少中国进口大豆依赖度。USDA 将 18/19 年度中

国大豆进口量下调至 9000 万吨，而国内机构最悲观预估仅 8400 万吨。在这种供给充裕而需求萎

缩的情况下，USDA 预估 18/19 年度全球大豆期末库存将升至 1.1208 亿吨，库消比 22.09%，同样

为历史高水平（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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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颇为关注的 G20 峰会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已经结束，报道称“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同意

暂缓原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中国 2000 亿商品征收关税由 10%上调至 25%的计划，而两国

同意就知识产权、非关税壁垒等问题展开进一步谈判，中国可能增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及工业品。

不过美国也表示如果 90 天后两国未取得实质进展，则仍将对中国 2000 亿商品关税由 10%上调至 

25%，未来仍需继续关注两国贸易战进展。此次会晤释放中美两国贸易紧张关系可能缓解的信号，从

市场情绪上利多美豆利空国内两粕。 

 

图 4：美大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USDA) 

 

图 5：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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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豆库销比 

 

 (数据来源：USDA) 

 

图 7：全球大豆库存比 

 

(数据来源：USDA) 

 

（二）贸易战影响继续发酵，美豆出口将延续弱势 

受益于阿根廷大豆减产，美国 17/18年度国内压榨需求持续表现强劲。NOPA数据显示 17/18 

年（9 月至次年 8 月）累计压榨大豆 19.2971 亿蒲，年增速 8.1%，连续 12 个月创造历史同期最

高纪录。进入 18/19 年度这种强劲态势仍然延续，NOPA 报告显示 9-10 月会员单位累计压榨 

3.3315 亿蒲，较去年同期累计增加 10.8%。我们认为如果贸易战延续，未来美国压榨仍可能表现抢

眼，因为虽然传统油粕出口大豆阿根廷新豆将于 2019 年 4 月陆续上市，但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南美

贴水大概率保持高位，相比之下美豆粕出口将具有价格优势。在 11 月月度供需报告中，USDA 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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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年度美国累计压榨大豆 20.8 亿蒲，年增速 12.2%。出口需求上，截至 11 月 22 日美豆 

18/19 年度累计订单 2325.7 万吨，落后去年同期 32.38%（见图 8）。其中对中国出口大豆累计订

单仅 62.88 万吨，落后幅度 97%（见图 9）。按以往经验未知目的地订单实际多为中国，未知目的地

累计订单数同样较去年同期落后 10%。出口需求完全取决于贸易战进展，虽然低价吸引了诸如欧盟、

墨西哥等国际买家增加采购，但是失去中国仍使得美豆出口量大幅下降。 

 

图 8：美国大豆累计出口销售 

 

(数据来源：USDA) 

 

图 9：美国累计对华出口大豆 

 

(数据来源：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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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度关于美国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大豆播种面积的变化。USDA 在 11 月预测 2019 年美

豆种植面积将从今年的 8910 万英亩下滑至 8250 万英亩，降幅 7.4%，2019 年的单产从今年的 

52.1 下滑至趋势水平 50。从未来价格走势和交易角度来看，这个预测实际意义并不大。不过从明

年 5 月 USDA 首次公布 19/20 年度供需平衡表开始，50 的单产就会一直出现在月度供需报告中，

直至 19年 8 月 USDA 才会根据大豆实际生长情况和优良率对这一单产做出修正。至于面积，我们

将密切跟踪 CBOT 大豆 11 月合约/玉米 12 月合约的比价，这是一个预测面积的良好市场指标；另

外明年 2 月农业展望论坛照例会公布面积预测，3 月 31 日 USDA 则会公布种植意向报告，为市场提

供一个新年度大豆面积的基准预期。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贸易战在明年 3 月前一直没有多

大变化，几乎可以肯定 19 年美豆种植面积将会下滑。在以往美豆面积大幅下滑的年份降幅最高达 

14.3%，因此如果贸易战不变，则 2019年大豆种植面积下降概率就很大。 

 

（三）天气因素 

澳大利亚气象局称 2018 年厄尔尼诺完全形成的概率至少 70%，目前维持厄尔尼诺预警；NOAA 

则认为北半球冬季厄尔尼诺发生的概率为 80%，还有 55-60%的概率会持续至明年春季。厄尔尼诺气

候现象下南北美洲大概率降雨充沛，有利大豆作物丰产。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周期放的更长一点，

11 月下旬科学家表示太阳黑子的活动大幅下降，NASA 研究中心人员警告这预示着一种降温的趋势。

甚至有研究人员认为一系列迹象预示 2030 年以后可能进入太阳活动极小期，全球也可能陷入小冰

河期。小冰河期虽然会给地球带来降雨，但气温较大幅度的下降几乎对所有农产品的生长不利。虽

然现在这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数据佐证和证实，不过由于天气对农产品单产和产量的影响至

关重要，小冰河期的到来如果被确认，则包括大豆豆粕在内的农产品未来将迎来牛市。 

 

（四）国内市场：贸易战及猪瘟导致的豆粕需求下降将逐步体现 

2018 年贸易战给中国大豆豆粕市场带来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在 2019 年还将延续。首先

我们认为国家仍可能继续从政策层面上鼓励更多的种植大豆，提高国产大豆产量（见图 10）。第二，

虽然 G20 峰会上中美两国“会谈进展顺利”，不过我们认为国内将继续避免对单一国家进口大豆过

度依赖。除进口大豆外，巴西和阿根廷积极寻求向中国出口豆粕，10 月 22 日海关总署发文允许进

口符合质量的印度菜粕，如果贸易战持续，未来我国放开直接进口豆粕也并非全无可能。第三，非

洲猪瘟的影响在 2019 年也将集中显现。非洲猪瘟疫自爆发至今将近 4个月的时间里，疫情呈现不

断蔓延扩大之势，都将导致豆粕消费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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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国产大豆产量 

  

(数据来源：USDA) 

 

中美两国在 G20 峰会上会谈进展顺利，从市场情绪上利空豆菜粕。不过除非未来两国互相撤销

此前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中国重启采购美豆，则 CBOT 大豆盘面价格及美豆贴水报价都将上涨，相

应的巴西贴水将大幅下降。由于 10 月中旬起豆粕价格大幅下跌，远期进口巴西豆盘面榨利转差；

未来就算重启进口美豆，CBOT 及美豆贴水的上涨也将侵蚀压榨利润；叠加春节前下游还存在一定的

备货需求，因此我们认为短期豆粕期价持续大跌的概率并不大。不过考虑到明年春节后下游养殖需

求可能极为低迷，现货基差大概率将不断下跌。2018 年上半年由于猪价暴跌，豆粕现货基差曾达到

历史最低的-200 左右水平。 

 

（五）菜粕基本面 

2019年国产菜籽产量可能保持平稳或者继续小幅下降，国产菜籽多数进入 95 型压榨的趋势不

会改变。由于贸易战中国将进口美豆拒之门外，反而增加了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大豆及菜籽菜粕的需

求。USDA 预估 18/19 年度加拿大菜籽产量为 2110 万吨，中国从加拿大进口菜籽并无明显季节性，

另外从 2017 年开始中国直接进口颗粒菜粕数量激增也增加了国内菜粕供给，国内年进口菜粕超过 

100 万吨。除菜粕外，中国进口葵花籽粕的数量也明显增加，虽然自 2017 年起进口 DDGS 数量可

忽略不计，但国产 DDGS 产量和需求增速可观。菜粕作为杂粕的一种，除了在水产饲料中有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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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比例的刚性需求，其它领域的消费弹性巨大，因此我们很难准确的预判明年一年的菜粕消费量。

弹性大的表现之一是季节性明显，菜粕主要用于水产饲料，据统计长江流域夏季水产饲料中菜粕消

费量占全年消费量一半以上。弹性大的第二点表现是添加比例，水产饲料中菜粕添加刚需是 8-10%，

最多可以添加至不超过 40%，在鸭料中的添加比例为 0-15%。添加比例则取决于蛋白原料的可获得

性、还有不同蛋白原料性价比优劣。正常来说，水产饲料中豆-菜粕价差<=500 则菜粕添加比例会降

至最低 8-10%，而鸭料中 600 是菜粕用于不用的临界点，具体还取决于实际价差多少。菜粕单边走

势跟随豆粕，由于体量远小于豆粕，受资金影响波动率更大，但是仍然难以脱离豆粕走出独立行情。

我们对 2019 年菜粕的基本判断是，如果贸易战持续，国内菜籽菜粕供给相比大豆更加充裕，但菜

粕消费增速也可能明显好于豆粕。 

 

三、策略分析 

2018 年美豆丰产，但由于中美贸易战美豆出口不佳，美国期末库存和库存消费比位于历史高位。

目前南美大豆播种和生长情况良好，叠加关键生长期大概率出现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市场普遍认为

南美丰产可期。全球大豆平衡表库消比同样在历史高位，基本面上维持偏空基调。 

2018 年的中美两国贸易战对全球都产生深远影响，G20峰会两国领导人会谈进展顺利，达成了

停止进一步加征关税的成果，不过未来贸易战仍存在变数仍需密切关注。此前受贸易战影响南美积

极扩大大豆播种面积，努力寻求向中国直接出口豆粕；而如果贸易战持续，美国庞大的大豆库存更

难以消化，由此压制美国豆农种植意愿，预期 19/20 年度新作大豆播种面积可能明显下降，这是仅

可见的利多刺激。国内从 2018 年 10 月起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应对贸易战将带来的国内大豆

豆粕供给缺口。我们预计 2019年我国将继续鼓励扩大国产大豆种植面积，同时继续丰富大豆进口来

源国，放开直接进口豆粕也并非全无可能。需求端则需要重点关注饲料工业协会团标对豆粕添加上

限的落实和执行，不过考虑到非洲猪瘟蔓延不利疫区主产省的补栏需求，2019 年生猪存栏可能持续

下降，也不利豆粕消费。整体而言，基本面为利空现实主导，极少数利多仅存于预期。 

   

     基本面数据显示在没有大幅改变数据的情况下，丰产，库存高位和消费减弱均是制约粕类出现

较大行情的依据，但技术分析考虑的就是未得到基本面数据支撑下的“先知先觉”因此，在以上基

本面数据的背景下： 

豆粕：短期不具备大涨的可能性，全年或将维持 2500—3200 一线的宽幅运行，如发生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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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美豆种植面积减少超预期等变化，不排除在此区间内出现持续上行的可能性。在该区间内，

我们可以分割出：2500-2720，2720-2950，2950-3200 几个分档区域，以进一步细化粕类在短周期内

的震荡区间，以做出更有效的交易策略。但如价格整体运行区间打破 2500-3200 宽幅运行区域，则

应该完全尊重技术面引导，做突破后的顺向交易。 

 

图 11：豆粕交易策略示意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菜粕：整体走势跟随豆粕，但考虑到消费增速有可能好于豆粕。全年或将维持 2000—2500一线

的宽幅运行，同理，如发生贸易战，天气等变化，不排除在此区间内同样出现持续性上行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分割出 2000-2200，2200-2350，2350-2500 这几个区域，以细化交易策略。同样，但如价

格整体运行区间打破 2000-2700宽幅运行区域，则应该完全尊重技术面引导，做突破后的顺向交易。

（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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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菜粕交易策略示意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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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倍特期货研发中心

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

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

方传播的行为，需经倍特期货研发中心授权许可；若有转载，需要

整体转载，若截取主要观点，请注明出处，以免引起对原文的误解；

任何断章取义，随意转载，均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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