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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要素： 

1、 宏观因素奠定商品整体走强基础 

1、明年人民币汇率或将先抑后扬，人民币没有进一步大幅贬值的基础，预计贬值幅度在 2%左

右，人民币的贬值将使以美元定价的商品走高。 

2、特朗普新政加大了对基建的投入，有效扩大大宗商品的需求，促进价格回暖。 

3、国内方面，预计供给侧改革仍将继续，过剩行业去产能并未结束，范围也将扩大，而需求端

受财政政策和基建投资支撑，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后的负面影响。农业的供给侧改

革也被作为重点，对于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的去库存，势必给农产品价格带来一剂强心针。 

4、OPEC 组织于近期达成石油减产协议，石油价格的稳定将巩固大宗商品价格回升。  

宏观风险因素：1、供给侧改革实施不到位；2、特朗普新政由于财政赤字影响效果不佳；3、美

元加息，导致人民币快速贬值，货币政策大幅收紧。 

商品整体走强将是 17 年豆类所身处的大背景，也是商品最基础延续的逻辑，农产品本身处

于价值低洼地带，边际风险较低，更容易受到资金的青睐，农业供给侧改革去库存的过程，必然

托底和抬升相关农作物的价格，因为比价效应的关系，豆系品种受农产品整体向上的带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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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处于上升的势头。 

2、 2017 年美豆增产周期可能结束 

从豆类 4 年一个的供给周期来看，美豆经历了 11 年-16 年的增产周期，价格也经历了从

1738-850 的巨大下滑，但是在经历了今年让人跌破眼镜的美豆单产后，目前仍然面对着未来南

美大豆继续丰产的预期下，CBOT 大豆价格却始终保持坚挺，较稳固的站在了 1000 美分之上。

连年风调雨顺的概率正在逐步下降，17/18 年度的北美天气是否会给令人咋舌的大豆高单产带来

当头一棒，令美豆的增产周期告一段落，我们拭目以待。 

3、 国内消费有望继续维持增长 

    2016 年生猪养殖保持高利润，但存栏却始终没有有效恢复。存栏不断下降，豆粕消费却不

减反增。根据我们的月度平衡表，2015/16 年度豆粕表观消费量 6340 万吨，同比增加 6.8%。

市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2016 年养殖利润相比存栏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由于环保和养殖规模化

影响，我们判断 2017 年养殖利润仍将保持较好水平，存栏在二季度后或下半年将缓慢增长。在

利润继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站在当前时点假设养殖户配方稳定是合理的。其它增量则

来自于 2017 年下半年存栏稳定增加后，豆粕需求还将因存栏增加而转好。市场对 2017 年整个

猪饲料增幅放在 1-2%，其它饲料肉禽料 0-2%、蛋禽料持平、水产饲料 4-5%（不出现重大天气

灾害前提下），对 2017 年蛋白饲料用量增幅预估放在 4.5%，而对豆粕则继续保持 7-8%增速的

乐观预期。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需求变化对豆粕价格的影响远不如供应端及其预期变化对期现货

影响的重要性，毕竟豆粕的刚性需求摆在这，供应预期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下游库存需求的变化，

也就是说，需求的变化逻辑是遵循着供应需求变化预期的，虽然在需求总量上维持稳定的数量，

但是供应预期节奏的变化也使得需求的节奏发生着改变。 

4、 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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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粕套利机会 

油粕的上游原料都是大豆，我们对大豆和豆粕、豆油进行相关性分析，不难发现大豆和豆粕

的相关性更高，大豆和豆油的相关性相对较低，2017 年上半年南美大豆丰产的格局推进全球大

豆库存升高将进一步加剧。因此，我们认为全球大豆供大于求的局面对豆粕价格的压制作用将更

大。05合约的买油抛粕策略值得考虑。 

（2） 买玉米抛豆粕套利 

玉米增产周期结束，需求预期回暖。主要表现在收益主导以及国家调控方向，玉米面积2017

年下降幅度或超预期；玉米饲料需求及深加工需求预期回升，玉米绝对价格不高，能量间比价玉

米偏低，玉米价格存在回升的空间。 2017年的供给侧改个玉米也属于重点品种，对于玉米供应

能力的削弱必然导致库存会进入一个下降的周期，玉米的价格继续大跌的空间很小。统计来看，

玉米豆粕的价差也接近历史最低位置，豆粕遵循17年上半年偏弱的逻辑，可考虑进行买玉米空豆

粕的趋势性套利。 

（3） 豆菜粕套利 

国产菜粕已不作为未来主要的菜粕供应考虑，国产菜籽的供应已经退居其次。反而是加澳菜

籽的供应对菜粕的价格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但是菜粕作为蛋白原料的一种，价格受到豆粕价

格的牵制，这两年由于豆粕的高性价比，使得其他杂粕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压制，两者的价差走势

也较为平稳，建议在统计的基础上，一旦出现了事件型驱动的套利机会，则可以考虑进场，豆菜

粕套利仍然是传统的较为好把握的套利机会。 

5、 北美天气是 17 年的核心因素 

正常情况下农产品的需求每年稳定增加，主要行情驱动均来自于天气的变化所造成的产量预

期变化。目前看来明年全球大豆供给仍然充裕，决定了美豆和豆粕难以大幅上涨。主要的风险点

来自天气，如果南美天气遇到问题，影响阿根廷大豆产量、巴西大豆生长和收割，巴西港口运输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豆类年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4

使得其出口装运迟缓，则美豆可能表现强势。目前看来美豆种植面积增加基本确定，但是明年美

豆关键生长期的天气目前难以预测，天气如果造成单产和产量下降影响供给，则美豆可能大幅上

行。 

 

一、16 年行情回顾 

16 年 1-4 月份，整个市场仍然处于备受煎熬当中，市场的神经在美豆是否会跌破 800 美分

的担忧中惶惶不可终日，噤若寒蝉的人们心中所想的已不是价值，因为豆粕已经一再突破人们固

有的价值区间，让市场惆怅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市场终于还是迎来了黎明。 

在 16 年上半年收割的南美大豆意外性地较最乐观时的预期损失了近 1000 万吨大豆产量，

突如其来的预期扭转开启了美豆最快速的去库存过程，4 月初还一度预期 2015/16 年末结转库存

高达 4.45 亿蒲式耳，3 个月后我们发现只剩下 3.50 亿蒲式耳了，又再 3 个月后只剩下 1.97 亿

蒲式耳了。库存告急之信号一度变得异常敏感，于是乎，整个市场心悬于今年的美豆是否能够获

得丰收。同时从 4 月份开始，对北美天气炒作的提前到来，整个市场也开始玩起虚的，美 CFTC

基金大豆净多持仓连续拉升，明眼人都看出了对即将到来的天气炒作资金在进行提前布局。这也

意外的使得 4-6 月份的豆粕迎来了一次千元的上涨行情，一举扫去了豆粕长达 2 年的熊市行情，

可谓拨云见日，重现曙光。但最终，所有期盼的利多因素在 7-9 月都没有出现，美豆的生长和收

货情况出乎意料的好，该国 15/16 年度竟能收获难以想像的 52.5 蒲式耳/英亩的高单产，结转库

存又奇迹般快速回补的预期再度将 CBOT 大豆打入踉踉跄跄的走势状态。但是难过的日子并不

持久，在经历了两个月的降温后，市场进入了难得的高基差状态，点价可随意，现货可顺价，整

个产业链都过上了相当舒坦的日子。虽然美豆库存快速回补，但南美国家却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

毫无竞争力，美豆高库存的预期在此时不过是一个冷冰冰而毫无现实与危机感的数字罢了，高产

量对应着高需求，硬生生的在一个明显的超级丰产年把市场的胃口屌的足足的。人心更在于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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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只要一天不能大概率确定，现实就不会有一天的轻松，于是，在中国胃口仍然大开的此时，

坚挺，再坚挺也就成了市场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美豆从 11 月份开始基本就站稳了 1000 点大

关位置，豆粕现货高基差的状态也因现货偏紧张，从 9 月份一直维持到了 12 月份。16 年对于整

个产业链来说，都算得上是一个丰收年。  

图1、16年美豆指数 

 

来源：瑞奇期货 wind                                                                          

 
 

二、供需分析 

1、 世界大豆供应保持宽松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预测，2016/17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为3.36 亿吨，较上年度增

加2289 万吨，增幅为7.3%，创历史新高。全球大豆需求也保持刚性增长， 2016/17 年度全球大

豆需求量为3.29 亿吨，较上年度增加1314.4 万吨，增幅为4.2%。由于产量幅度远高于需求量增

幅，因此全球大豆期末库存继续增加，2016/17年度全球大豆期末库存为8152.6 万吨，较上年度

增加445.5 万吨，增幅为5.8%，同样也创历史新高。代表供需状况的指标库存消费比也从上年度

的24.4%上升至本年度的24.8%，显示供需格局变得更为宽松。从过去几年全球大豆供需格局来看，

除了上年度供需格局有所收紧之外，总体呈现逐年宽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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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吹嘘高增长遇到了高需求，但是全球大豆供应宽松的格局和预期是实实在在摆在了

大家面前的事实，这从美豆的价格走势也体现了出来，对比10年和14年也偏高的存销比来看，当

前美豆1000美分的价格对应当前25%的存销比来说，也属于正常的水平，可见CBOT的价格对当

前的情况是有所消化的，在17年南美丰产后，存销比有进一步抬升的可能性，届时美豆围绕1000

美分的争夺仍会较为激烈，但是在北美天气炒作开始后，预期很可能将开始转向，存销比的上升

势头将转为下跌。 

图2、全球大豆存销比 

 

来源：瑞奇期货 USDA                                                                          

 
2、 美国大豆产量存在不确定性 

（1） 美豆播种面积增加可能性较大 

根据美国农业部对国内八种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预估，2017年美玉米的种植面积会略有下

降，美豆的种植面积有一些上升，其他作物变化不大。根据种植成本预估，大豆种植成本在481

美元，玉米种植成本在690美元，小麦种植成本在317美元，然后分别折算出每蒲式耳的种植成本

（以美分计价），与现在的期货合约价格做差，得到种植效益预估。结果显示，大豆的种植效益

为三者之中最好。因此，从当下来看美豆种植面积调增存在一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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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9月至今的比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比价的均值在2.5，市场正常的波

动区间在2.0-3.0之间。目前大豆玉米活跃合约期价比值为2.84，显著高于2011年9月至今历史数

据的中位数2.53。大豆与玉米的价格比高企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或成为今年美国农户增加

大豆种植面积，而相应减少玉米种植面积的动因。美国农业部11月底预计2017/18年美国大豆播种

面积将增加到8550万英亩，而INFORMA则预计将增加到8860万英亩。 

图3、CBOT大豆玉米比价 

 

来源：瑞奇期货 wind                                                                          

 

（2） 当前情况下美豆17年仍有增产的潜力 

本年度全球大豆丰收，其中美国大豆起到决定性作用。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种子改良，使得单

产打破了此前“从未连续四年不断增长”的规律。USDA12月供需报告中将美豆单产放在52.5蒲/英

亩、产量11868.8万吨的水平。这一单产和产量为1964/65年来的纪录新高，最终2016/17 年度，

美国大豆产量达到1.19 亿吨，较上年度增加1183 万吨，增幅为11.1%，创历史新高。也就是本

年度全球大豆增产的量当中，美国大豆贡献了51.7%的份额。虽然美豆产量庞大，但是需求也持

续表现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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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美豆历年单产对比 

 

来源：瑞奇期货  USDA                                                                        

与之对应，本年度美国大豆的需求量也增幅明显。其中出口量达到5579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310 万吨，增幅为6%；压榨量为5252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119 万吨，增幅为2.3%。最终2016/17 

年度，美国大豆需求量为1.12 亿吨，较上年度增加449 万吨，增幅为4.2%。 

图5、美国大豆存销比 

 

来源：瑞奇期货 USDA                                                                        

由于美国大豆产量增幅远大于需求量增幅，最终 2016/17 年度，美国大豆期末库存为 1307 

万吨，较上年度大幅增加 771 万吨，增幅高达 144%，创近十年来高位。同时代表供需状况的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豆类年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9

指标库存消费比也从上年度的 9.81%，上升至本年度的 23.36%。 

（3） 美豆出口强劲格局难以延续 

在美豆如此惊人的丰产年，能够维持美豆价格仍屹立不倒的最重要原因是美豆的高需求托底，

造成美豆出口旺盛的根本原因是16年巴西部分产区的干旱导致其大豆产量下降，实际产量由此前

市场预估的超过1亿吨降至9650万吨，而产量低于预期+早期激进的出口透支，使得巴西在进入9

月份以后出口量急剧下降，几乎无豆可出口，根据巴西商贸部统计10月大豆出口量仅100万吨、

11月仅32万吨。除了巴西，阿根廷2016年4月的暴雨损害产量，也为美豆出口增加添砖加瓦。暴

雨不仅使得阿根廷大豆产量预估下调，质量也有所下降，阿根廷本来年度出口量就低于1000万吨，

产量+质量下降更使得国际大豆买家只能依靠美国大豆出口。2016年5-9月，巴西+阿根廷大豆出

口同比下降900万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2015/16年度末，违背季节性规律出口销售暴增。 

图6、美国对中国累计出口销售   单位：万吨 

 
来源：瑞奇期货 USDA                                                                         

美豆强劲的出口在2017年将马上面临着南美大豆上市的竞争，未来北美大豆的出口难以延续

当前的火爆形式，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当前来看，南美天气总体播种情况仍然非常好，大豆播种进度快于往年，同期丰产预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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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月起巴西可陆续开始收割和出口大豆。 

2、巴西可陆续开始收割和出口大豆。其次，每年3-4月市场会炒作的南美物流问题，今年看来似

乎也无题材可炒。由于今年巴西玉米缺少，港口运输通畅，也不存在玉米挤占大豆出口港口资源

的问题。 

3、目前中国12-1月大豆进口量已经买满，而明年2月正值巴西大豆出口窗口打开、而我们目前看

到的明年2-6月桑托斯港口大豆和美湾大豆报价相比，中国进口巴西大豆成本比美湾豆低50元/吨

左右，更何况巴西豆质量好于美豆，历年来，中国进口彼时转向南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中国进

口转向南美从而削减美豆的出口。 

图7、美豆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来源：瑞奇期货 USDA                                                                         

    美豆出口的高峰伴随着中国春节过后，以及巴西早播大豆的上市，热度将会逐渐退去，美国

12月USDA的报告没有将美豆的出口进一步调增，也体现出了美豆未来出口的竞争力将逐步下降。 

（4） 美豆潜在的利多 

北美大豆按照当前出口削减，17/18 年度播种面积继续增加等基本面因素来看，从供需两端

来看仍然是维持着朝着更加宽松的趋势在发展。推动农产品价格的核心因素仍然是天气，但是

明年美豆播种时期的天气情况到底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更加关键的逻辑是，人民币贬值

的大背景在无形中不断抬高基于供需所决定的平衡价格，流动性增加且实体投资前景堪忧的情

况下，资金更倾向于进入到仍处于价值低洼地带的农产品领域，市场明显已经对利空稍显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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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多更加敏感，风吹草动的炒作都会牵动每一个多头的心，最终美豆的天气炒作会发生一些

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件，是否会重复今年 4 月份就开始提前预热美豆的天气故事，让我们拭目以

待。但无论最终实际产量如何，在人们预期发生改变的时候，价格都会走在最前面。  

3、 南美大豆丰产在望 

美国农业部对 2016/17 年度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产量预估继续维持在 1.02 亿吨和 5700 

万吨的水平，二者合计同比增 570 万吨，实质上跟 2014/15 年度的产量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前段时间由于降雨较少，巴西大豆播种进度落后于去年同期，但后期南美播种逐渐趋向于正常，

目前的焦点在于接下来 1-2 月份的关键生长期的天气状况。 

11 月末，雷亚尔开始贬值，且由于贬值预期长期存在，大大刺激了农户的销售进度。巴西

北部产区早熟大豆 12 月末即可收获装船，这意味着巴西新豆出口将提前启动，中国大豆采购商

目前已加大对巴西大豆的采购询盘力度，若天气没有问题，明年一季度巴西大豆势必打破美豆

垄断的格局。 

关于目前南美大豆的播种进度，南美农业专家科尔多涅博士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6/17

年度巴西大豆播种工作已经完成近 90%，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 88%，五年平均进度为 85%。

目前还有南里奥格兰德州尚未完成播种工作，播种进度为 75%。由于巴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天气

条件良好，南部地区干燥范围缩小，因而巴西大豆产量预测数据有理由上调 100 到 200 万吨。

若未来几个月南里奥格兰德州天气更加干燥，则产量数据也可以维持不变。根据路透社对 18 位

人士的调查，2016/17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 1.031 亿吨，比上年度产量高出

760 万吨。 

阿根廷和巴西不同，其大豆产量和出口量保持在较为平稳的水平，近年来产量为 5600 万吨

左右，出口量均在 1000 万吨以下。阿根廷更多以是在国内压榨、出口油粕，另外由于阿根廷关

税政策相对更利好小麦和玉米的种植和出口、阿根廷比索又存在贬值预期，农民种植和销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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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的积极性都因此被抑制。 

图8、南美大豆存销比    

 

来源：瑞奇期货 USDA                                                                         

 

4、 国内市场 

（1）中国大豆进口量有望继续增加 

2015/16 年我国进口大豆 8321 万吨，平衡表显示全年大豆压榨量 8108 万吨，豆粕表观消

费量 6340 万吨。市场普遍预计 2016/17 年度豆粕消费量将继续增加 7-8%，即豆粕表观消费量

6850 万吨，对应的是 8480-8560 万吨大豆压榨量，以此倒推中国 2016/17 年度大豆进口量在

8650 万吨左右。 

图9、中国豆粕供需平衡表    

 

来源：瑞奇期货 cofeed                                                                         

按市场年度（9 月至次年 8 月）计算，2015/16 年度进口大豆 8323 万吨。根据我们的豆粕

月度平衡表，2015/16 年度全年大豆压榨量 8200 万吨，豆粕表观消费量 6340 万吨。市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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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16/17 年度豆粕消费量将继续增加 7-8%，按照 7%的增速则 2016/17 年度豆粕消费量有

望达到 6784 万吨，对应的是 8480 万吨的大豆压榨量，以此倒推我们认为 USDA 供需平衡表中

2016/17 年度中国 8600 万吨进口大豆的预估符合逻辑。如果豆粕消费增速 8%，则年度消费量

和压榨量相应增加至 6847 万吨和 8560 万吨，那么 8650 万吨的大豆进口量也完全可能实现。 

图10、中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项目/年度 12/13 年度 13/14 年度 14/15年度 15/16年度 16/17 年度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估计值 11 月预测值 12 月预测值 

期初库存 1352 1234 1160 1350 1298 1298 

国内产量 1250 1200 1170 1050 1300 1300 

进口量 6007 7018 7830 8321 8550 8600 

总供应量 8609 9452 10160 10721 11148 11198 

压榨用量 6258 7150 7680 8108 8650 8650 

其中国产大豆 350 250 180 190 350 350 

进口大豆 5908 6900 7500 7918 8300 8300 

出口量 27 22 15 15 15 15 

种子用量 50 50 40 50 50 50 

食用及工业消

耗量 
1040 1070 1075 1250 1300 1300 

总使用量 7375 8292 8810 9423 10015 10015 

期末库存 1234 1160 1350 1298 1133 1183 

库存消费比 16.73% 13.98% 15.32% 14.38% 11.31% 11.81% 

来源：瑞奇期货 cofeed                                                                        

 

（2）油厂压榨 

国内油厂进口和压榨大豆回归理性，既不会过早采购大豆，也不会在负利润时盲目进口，

决定油厂买船和生产的核心因素是压榨利润。目前 5 月盘面压榨毛利尚可，在 30 元/吨左右，

而由于现货基差坚挺，油厂实际生产的现货压榨利润在扣除加工费后还有 600 元/吨，高利润使

得油厂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未来进口量和压榨量的变化需要时刻跟踪压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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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进口大豆盘面压榨毛利变化 （不含加工费）    

 

来源：瑞奇期货 cofeed                                                                         

2016 年油厂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压榨利润，这是由于期弱现强，以及内强外弱格局形成

的，2017 年随着现货供应的增加，基差的逐步缩小，高压榨利润的状态难以为继，后期随着现

货价格朝着期货靠拢，下游的利润将被逐渐的压缩，油厂的基差价格也会逐渐的放低，但是这

个过程在 5 月份如果再次迎来美豆的天气炒作，则基差会再次拉高。 

图12、套保压榨利润   （不含加工费） 

 

来源：瑞奇期货 co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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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游需求 

 根据农业部公布 2016 年 11 月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数据, 11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降

0.6%，同比减少 3.2%，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较少 0.5%，同比减少 3.7%。截止目前，能繁母

猪已经从 5013 万头持续下降至 3684 万头，下降幅度高达 26.5%，连续的下降直创历史新低。

截止目前，能繁母猪存栏已经连续下降达 39 个月，存栏量从 5013 万头持续下降至 2016 年 11

月的 3684 万头，下降幅度高达 26.5%。即使考虑到近年来规模养殖比例的快速增加，养殖效率

提升等影响，市场产能还是处于继续下降过程，未来供应偏紧态势仍短期难改，猪价继续上涨

的基础仍在。尤其是临近年底，各地加快禁养区的划定，而 2017 年将是禁养区内猪场拆迁的最

后期限，虽然各大规模企业都在加速扩张，但新建猪场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猪场拆迁的速度和力

度，因此，市场产能见底仍难确立，但可以肯定的是，本轮猪周期的上涨阶段远未结束。而从

生猪存栏看，今年 3 月以来，生猪存栏量出现持续缓慢回升态势，10 月份生猪存栏量环比持平，

而 11 月生猪存栏量环比大幅下降 0.6%，主要是需求回升，屠宰量增加所致，未来几月将是生

猪出栏高峰，存栏量将加速下降。而从能繁母猪存栏看，明年生猪存栏仍将继续创新低，市场

供应继续收缩，行情景气度将延续。 

图14、生猪以及存栏母猪对比图   

 

来源：瑞奇期货 cofeed                                                                        

从猪肉价格与豆粕的消费成反比这个角度来看，豆粕的消费难以寻找亮点，但是如果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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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殖利润仍然保持在高位，豆粕相对杂粕依然保持性价比，则养殖户对于豆粕的成本在养猪

利润当中的贡献敏感度则会下降，由于环保问题 2016 年国家对养猪场可谓是痛下杀手，这也造

成了 16 年存栏恢复速度偏慢，所以市场普遍认为 2017 年由于生猪供应恢复速度较慢，养殖利

润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一季度后随着消费旺季结束猪价可能有所下跌，但也将维持在相对

较高位置。利润驱使下生猪存栏可能缓慢增加，也许这要等 2017 年下半年才能看到。 

2017 年下半年存栏稳定增加后，豆粕需求还将因存栏增加而转好。市场对 2017 年整个猪

饲料增幅放在 1-2%，其它饲料肉禽料 0-2%、蛋禽料持平、水产饲料 4-5%（不出现重大天气灾

害前提下），对 2017 年蛋白饲料用量增幅放在 4.5%，而对豆粕则继续保持 7-8%增速的乐观预

期。可以期待 2017 年豆粕的消费增长仍然能够寻找到支撑点。 

 

三、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大豆连年丰产，产量不断创历史新高，虽然高增长也适得高需求，

但需求增幅不及供应增幅，导致本年度全球大豆期末库存也创历史新高，供大于求格局或达到阶

段性高位。在存销比仍处在高位的这个背景下，要谈行情马上就要火爆，显然不切实际，在商品

宏观因素的助推下，豆类供应宽松的基本面是给予行情上行一定阻力的，但大豆偏低的价格价在

商品整体中仍体现出了它的价值，所以下跌的空间也较为有限。 

所谓牛市的开端，也是从 17 年上半年的箱体震荡开始。增产周期的结束的时间节点在 17

年下半年美豆天气炒作的开始。虽然 2017 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仍有望继续小幅增加，但增产周

期的结束或导致单产下降，产量甚至低于 2016 年，南美两国总体产量仍有望继续增加，而需求

继续维持刚性增长，预计下年度全球大豆期末库存也将小幅回落。但相比于历史总体水平来说，

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把握上下半年的关键时间节点是 17 年的重点，在 17 年南美大豆丰产确认

后，无论增产幅度，市场已经对世界大豆的高供应消化了整整有一年时间，彼时的价格充分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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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种利空，下半年美豆的播种天气炒作可能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减产的担忧会加倍

放大，届时美豆会突破丰产压力的藩篱，向上突破震荡区间。 

对 2017 年的整体判断为，上半年豆系价格在高丰产和高需求的背景下仍然维持 950-1050

的震荡区间内，在下半年美豆增产周期结束和天气炒作的推动下，美豆将向上突破震荡区间，美

豆指数将向上至 1150-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