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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可期反弹行情、总体弱势格局不改 

  

一、行情综述 

从目前美豆优良率及收割进度来看，美国大豆产量前景良好。由于近月

美豆国内压榨需求较好，10 月 USDA 供需报告可能继续上修美国国内压榨需求，

但即使在上修的基础上，新季美豆供需格局依旧宽松，施压全球豆类市场。 

国内生猪养殖行业进行季节性补栏，但环比增幅较小，且环比去年同期

大豆库存及生猪存栏，今年豆粕供应仍较充足，豆粕价格不具备反转基础。 

 

二、宏观分析 

1、中国经济堪忧，商品仍在弱势氛围中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疲软，中

国需求给世界提供的支撑因素在减弱，CRB 指数甚至跌破了 08-09 年以来的商

品低点位置，美豆或者连豆粕虽然是农产品，自身的金融属性较弱，但所谓覆

巢之下无完卵，总体商品低迷的时期，豆类难以做到一枝独秀表现抢眼，事实

上美豆持续在低位徘徊，即使有短期的反弹也难以维持，商品总体的格局决定

了豆类无法走出牛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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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币贬值使得豆粕底部抬高 

人民币贬值因素，是近期市场较为关注的因素。自从 8月 11 日中国宣布

贬值 2%以后，市场情绪逐渐变得波动起来，特别是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

币市场曾经出现过比较大的分歧。两者较大的价差暗示人民币又远期继续贬值

的倾向，特别是在国内经济不太景气，以及国内政府对外贸有较大期盼的背景

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度要央行出手管理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才使得价

差出现缩窄。人民币的贬值使得进口大豆的成本抬高，同时豆粕的底部也提高

了 4%左右，也在一段时间内对美豆的下跌表现的不够敏感，总体上国内的豆粕

的下跌空间并没有打开，10-11月份1月合约2650仍然是震荡区间的底部位置。 

 

三、供需分析 

1、美豆丰产几乎已成定局，供大于求仍然是豆类的基调 

美国农业部 9 月份月度供需报告中预计 15/16 年度预计美国油籽产量

1.161 亿吨，较上月上调 70 万吨，因大豆、棉籽和花生产量增加。大豆产量预

计为 39.35 亿蒲式耳，上调 1900 万蒲式耳，主要由于单产预期上调。大豆压

榨量上调 1000 万蒲式耳至 18.70 亿蒲式耳，因国内豆粕需求调整量增加，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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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需求随着 2014/15 年度增加而上调。因期初库存下调以及消费量增加，大豆

期末库存预计为 4.5 亿蒲式耳，下调 2000 万蒲式耳。 

 

美国农业部季度库存报告显示截止至2015年 9月 1日美国陈豆库存总量

为 1.91 亿蒲式耳，年比增加 108%。其中农场库存量为 4.97 亿蒲式耳，年比上

涨 133%；非农场库存量为 1.42 亿蒲式耳，年比上涨 101%。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大豆消费量为 4.36 亿蒲式耳，年比增加 39% 

2、美豆优良率提升空间有限 

2015 年美豆优良率并没有像播种初期那样想象的糟糕。当作物接近成熟

的时候，市场发现，2015 年的优良率，仅次于创纪录的 2014 年，也是过去五

年中的第二好的单产水平。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归功于今年的持续降雨。从

历史数据来看，旧作美豆优良率全程高于 70%，最终单产为 47.8 蒲式耳/英亩，

且从压榨数据、出口数据和库存数据来倒退，尚且存在高估可能。而新作优良

率 8月之前始终处于近年来的偏低水平，且 8月以来提高幅度有限。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豆类油脂 10 月月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4

 

目前美豆收割率已经超过 1 成，在接下来的数周里，美豆收割还会大幅

加快，从近期的天气预报来看，美豆主要产区干燥少雨，利于作物加快成熟，

预计未来美豆收割不会太大问题。往年收割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早霜炒作也完全

没有出现。而从初期的各地收割数据来看，今年各地作物的单产都好于农户预

期，这暗示美国农业部在 9月供需报告中的历史第二高单产，并非毫无根据可

言。而投资市场中的各家机构，也逐步上调自己预估的单产，并与美国农业部

的数据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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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户今年的主要问题是，收获时的价格并不理想，甚至有低于成本

的可能。按照之前美国在播种初期的成本预估，2015 年美国农户的大豆种植总

成本为 479.74 美元/英亩，按照 9 月供需报告的单产 47.1 蒲式耳/英亩，美国

农户的种植成本大概在 10 美元左右。以当前美国期货市场的价格来 870 美分

来看，美国农户今年将面临亏损出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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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获得历史第二高单产的丰收，另一方面价格却低于成本，这让

美国农户陷入两难境地。特别是中国需求更多转移至南美的背景之下，美国农

产的惜售情节就在所难免。这也是 2015/16 美豆的出口销售进度普遍较过去三

年偏慢，特别远低于 2014/15 年的销售进度的主要原因。 

4、南美保持丰产前景 

南美货币贬值趋势料仍将延续，将挤占全球更大市场 

南美贬值成为南美大豆挤占全球大豆市场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未来南美

大豆种植面积继续扩大的更本原因。对于今年巴西大豆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多

数机构都认为会进一步增加。（FCStone）预计 2015/16 年度巴西大豆播种面

积将增长 4%，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夏季玉米播种面积提高。巴西国内行业机构

Celeres 发布最新的预测数据，预计 2015/16 年度巴西大豆播种面积将增长

2.3%，达到 7950 万英亩。Celeres 预计 2015/16 年度大豆产量为 9710 万吨；

作为对比，福斯通公司称，基于历史平均单产规模，大豆产量有望超过 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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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方面，阿根廷新一届政府选举在 10 月 25 日将会选举出新一任

总统，而目前而言，几乎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对农产品出口关税都有新的调整

政策，大豆出口关税限制或将放开，考虑到阿根廷大豆超过 3000 万吨的库存，

以及新豆的供给，这将会给原本供给相对过剩的全球大豆市场带来新的压力。 

南美货币的普遍贬值，使得南美地区农民更加倾向于持有以美元计价的

商品，国际大豆的低价由于南美货币的贬值使得南美的农民并不认为大豆的价

格过低而导致其惜售，反而使得南美大豆更加具备竞争力。 

5、厄尔尼诺天气使得明年南美天气炒作的可能性较低 

从历史数据来看，厄尔尼诺年份对大豆的产量豆有一定的增产作用，即

使没有增产也基本保持在了平均单产左右，出现减产的次数非常的少，而且在

今年预计 11 月份将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年份，从未发生过减产的情况，所以

明年上市的南美大豆在播种过程中给予天气炒作的空间将非常的少，今年北美

加上明年南美的丰产都是大概率的事情，两个作物年度的丰产讲给市场带来巨

大的压力，所以从整体供应的趋势来看，持续增加的供应和库存都将给美豆价

格带来压力，对应南美大豆上市的 1605 合约豆粕很有可能创出新低的可能。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豆类油脂 10 月月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8

 

 

 

5、豆粕在饲料中添加比例接近最大值，需求上升空间不大 

国内生猪市场价格近期表现强势，市场需求良好，考虑到秋冬两季是生

猪消费旺季和饲料需求旺季，国内蛋白饲料表现会良好。不过短期看生猪价格

已经难有进一步的上涨能力，一方面前期能繁母猪存栏数下降到低点以后，下

跌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底部形态突出；另一方面，3-6 月的生猪价格上涨已经

足够刺激养殖业增加投栏，扩大供给，虽然养殖利润有所恢复，但是补篮意愿

并不强烈。此时继续指望生猪价格上涨对饲料消费进一步刺激，已经没有太多

的预期型利好，生猪存栏的上涨对豆粕需求的刺激所带来的价格刺激恐怕难以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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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蛋白类饲料来看，豆粕当前价格无疑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除了在水

产料，其在养殖业的食用比例基本可以挤掉大部分菜粕原来的市场份额。同样，

豆粕前期与玉米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也在支持豆粕在饲料添加比例中获得更

大份额，但是玉米价格今年呈现收储政策转向预期。今年 9 月 22 日的国家临

时存储玉米收购价下调至 2000 元/吨，降幅 10%，对玉米市场带来较大冲击。

期货市场上 2016 年 9 月合约的远期价格已经跌至 1750 水平。从这个角度看，

市场预期玉米价格大幅下降，或许对未来豆粕在饲料添加比例的份额受到影

响。这意味着，从远期看，豆粕在当前价格下，性价比不一定能在中远期的预

判中长期占有比价优势，也暗示着价格似乎仍有下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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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1 月美豆有一定的反弹可能性 

中国采购美国1318万吨大豆的框架协议打破了中国本年度进口美豆数量

可能少于上个年度的预期，美豆出口的颓势瞬间被打破，CBOT 大豆价格也迅

速拉抬，在出口不畅的前提下，美豆价格走势疲软，美也期望通过降低价格增

加美豆的竞争力，但由于中国这次大单采购，美豆的出口压力减小，后期美可

以稳步抬升美豆价格增加其利润。对于国庆长假的操作建议是，年内的连豆粕

和美豆基本上利空消化较充分，当前盘面对利多消息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利空消

息。后期 10 月份的美农报告仍然有可能下调单产和库存，造成潜在的利多，

真正的利空应该是南美大豆播种的中后期，天气炒作因素若是没有形成，继续

增产的南美大豆将对市场施加巨大压力。 

 

四、结论 

中国签订的购买美国大豆消息将进一步对美豆短线提供支撑，并夯实南

美大豆上市前 800 美分的底部价格，而十一前后油厂停机率较高，且十一后油

厂完全恢复开机需要到 10 月中旬，加上 10 月份美国农业部报告偏多的预期，

10 月份连豆粕以及美豆有一定幅度反弹的可能，如果美豆反弹至 900 美分以

上，连豆粕接近 2800 点，都需要考虑对现货头寸进行套保。12 月份之前美

豆和连豆粕侵向于震荡偏多(对应 1601 豆粕)，12 月份之后（对

应 1605 豆粕）倾向于美豆和连豆粕有创新低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