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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综述 

5 月美豆主力 7月合约走势呈阶梯状。以 5月 10 日 USDA 月度供需报告为

分水岭，10 日前在 1030 美分/蒲附近窄幅波动；10 日当天由于报告数据利多

美豆大幅上涨超过 50 美分，盘中最高达到 1091.4 美分/蒲；10日以后则围绕

1070 美分上下波动。豆粕走势跟随美豆，但波动较美豆更大。5 月 10 日前，

连豆粕 1609 合约在 2650 平台运行；10-11 日跟随外盘涨至最高 2853；随后在

2820 附近波动，23-24 两个交易日一度大幅回调超过 100 点，但随后又再度走

强回到 2850 上方。。  

 

二、供应分析 

1、5 月份美国农业部报告数据全面利多 

5 月 USDA 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及主要国家的旧作和新作大豆期末库存和库

存消费比均下调。美国旧作出口上调 95.3 万吨，国内压榨上调 27.2 万吨，期

末库存下调 122.4 万吨，库存消费比下调 2.35%。美豆新作面积沿用种植意向

报告的 8220 万英亩，单产采用趋势单产 46.7 蒲式耳/英亩，新作产量下降，

但出口和压榨较 2015/16 年度调高，因此新作期末库存近 3.05 亿蒲式耳，远

低于市场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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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方面，巴西和阿根廷 2015/16 年度产量均有所下调：巴西产量预估下

调 100 万吨至 9900 万吨，阿根廷则下调 250 万吨至 5650 万吨。新作的平衡表

也和我们预估的基本一致，巴西产量增、出口增、期末库存持平，阿根廷产量

增、出口降、压榨降、期末库存也下降。 

中国 2016/17 年度大豆进口量预估上调至 8700 万吨，压榨预估也为 8700

万吨，中国进口持续稳定增加。 

美豆存销比图 

 

小结：报告全面利多，库存调低幅度大于市场预期，报告影响下美豆大幅

上涨。2016/17 年度大概率下全球大豆库存消费比掉头向下，这一报告具有着

和 2014 年 6 月份季度报告相同的重要意义，前者代表的是长期利空，这一份

报告代表的是长期利多。报告意味着美豆的存销比已经阶段性见顶，美豆的增

产周期已经结束！未来美豆的存销比有较大概率将持续下行，CBOT 美豆在今

年 10 月份之前有冲击 1200 美分的可能。 

2、南美产量下调，美豆需求好转  

巴西：收割基本结束，且天气干燥有利于剩余大豆收割完成。5 月供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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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 USDA 下调巴西大豆产量 100 万吨至 9900 万吨，巴西本土机构 ABIOVE 预

估的产量为 9860 万吨，产量变动不大，未来主要关注巴西出口进度。虽然 4

月巴西月度出口量高达 1010 万吨，超过了去年同期单月最高的 980 万吨，但

是目前巴西农民卖货缓慢，5月初预估巴西在 5月出口 850 万吨以上，目前预

估值调低至 800-850 万吨，对中国装运 650 万吨。 

巴西雷亚尔贬值导致农民卖货意愿强烈， 2-4 月累计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高

57.6%，如果按 5 月出口 825 万吨计算，则 2-5 月累计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高

28.7%。按照 USDA 预估的巴西年度大豆出口量计算，截止 5月巴西农民可出口

大豆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500 万吨，随着巴西货币的升值导致巴西大豆性价比的

下降，中国大豆的进口将转移至美国。从订单数量上来看，巴西大豆出口 6-7

月份开始将大幅度减少，而美豆的装船数量从 8月开始起将远超上一年。 

巴西大豆月度出口量 

 

阿根廷：截止至 5月 26 日，阿根廷 15/16 年度大豆收获完成仅 72.1%。去

年同期此时已经收割完毕。4月的暴雨导致产量下降，影响装运，而这一因素

还可能持续发酵。暴雨影响大豆质量，农民倾向于卖给压榨商，从而导致出口

减少，这部分国际买需仍可能转向美国。另外，5 月 USDA 供需报告中将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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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产量仅下调 250 万吨，平均预估及考虑品质损坏后的大豆损失在 500 万吨

以上，甚至有机构预估损失超过 800 万吨。因此， 6 月 10 日 USDA6 月供需报

告中再度下调阿根廷产量是大概率事件，对豆价又是利多。      

阿根廷大豆月度存销比（预期）变化 

 

    
3、美豆需求持续转好 
最新一周美国出口数据良好。USDA 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5 月 19

日当周，美豆 2015/16 年度累计出口销售 4739 万吨，仅落后去年同期 5.17%。对

中国累计出口销售为 2732 万吨，落后去年的幅度缩窄至 9.2%。后期美豆出口仍

将保持强劲的态势，16/17 年度美豆需提高 500 万吨的大豆出口量来满足全球的

需求，这么高的装船计划将使美国物流能力接近极限。而一旦发生拉尼娜气候所

引发的密西西比河干旱，则会对船运物流造成严重影响，届时美豆出口物流不畅

又将成为重要的炒作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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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豆累计出口销售 

 
所以从供应角度来分析，南美产量不及预期，且减产幅度后期仍有继续下降

的可能，美豆出口预期增加从而降低北美的库存也是一个持续发酵对市场利多的

因素，拉尼娜造成的美豆天气炒作以及对物流的影响还有可能延长美豆市场炒作

的时间，所以从未来的预期变化来看，供应端潜在的利多因素仍很多，且故事不

会轻易讲完。 
 
4、美豆播种面积存在变数 
影响播种面积的主要因素为天气和预期种植收益。当前由于大豆价格大幅上

涨而导致大豆/玉米比价处于高位，后期未播种的玉米可能使得农民种植大豆意愿

更高。 
对于当前适宜的天气和良好的播种进度，市场普遍猜测美豆播种面积将增加，

相比USDA预估的8224万英亩，机构预估增加幅度在80-300万英亩不等。6月夏季耕

种临近结束，6月以来包括Pro Farmer在内的各大外商都会展开面积田间巡查，播种

真实情况将逐步明朗。过去20年中，有12年种植面积增加平均为1.2 百万英亩，有

8年减少平均也是1.2 百万英亩。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小幅调高播种面积的概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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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是大面积增加几乎没有可能。这也增加了6月30日报告前后的行情波动，但

是小幅度的增加播种面积对行情更多的是一个干扰因素，或者也可理解为是一次回

调进场的机会，播种面积小幅增加不会成为牛市行情结束的标志。 
 
三、需求分析 
1、中国豆粕供需分析 
供给：4 月我国进口大豆 707 万吨，环比增加 15.9%，同比增 33.1%。远月进

口量最新预估：5 月为 818 万吨，6 月为 800 万吨，7 月为 780 万吨，8 月 720 万

吨，9 月初步预估为 685 万吨（远月预估仍可能随时调整）。因近期大豆压榨利润

较差，国内买家采购积极性有所减弱，近期采购量较少，且部分船期可能后移，

远月进口预估仍可能不断调整。不过从总量看大豆供给依然充裕。但是从月末库

存来看，大豆库存保持稳定，并不用担心油厂的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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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油厂开机生产积极性良好，截止5月27日的四周里开机率分别为46.46%、

50.18%、56.4%和 60.07%。且预计直至 6 月上旬油厂都将保持高开机水平。以此

估算 5 月月度大豆压榨量可能达到 750 万吨，豆粕产量 596 万吨。 
从豆粕的平衡表预估来看，豆粕 6 月份的库存将有个明显的增加，后期随着

使用量的增加开始逐渐下降，跟去年同期相比的一路增加并不同，可见后期豆粕

的库存压力并不大，并且近期由于国内的豆粕价格低廉，大大促进了国内豆粕的

出口，油厂在 6 月份不会出现供应压力。 

 
 
2、下游分析 

生猪产能触底回升，补栏过热迹象已显现 。由于养殖效益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明显提高。据定点监测，4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0.6%；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0.3%。其中，生猪存栏连续 2 个月环比增长，能繁母猪存栏

连续 36 个月下降后首次环比增加，同比降幅也快速收窄，表明生猪产能已经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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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升，进入逐步增长通道，市场供应也将逐步增加。同时也说明豆粕需求的底部

基本已经过去，未来豆粕的需求将逐渐增加。 

 
 
 
四、结论 

美豆市场进入季节性抗跌走势，对利多因素反应尤为敏感，全球大豆供应预

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调降趋势，豆类的牛市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气候模型显示拉

尼娜现象将在 6 至 8 月出现，后期潜在利多仍存在，在 6 月底面积报告出来前，

市场氛围都是偏多的，现在美盘基金多头处在历史高位，继续往上冲动能下降，

市场分歧加大至行情波动增加，但资金软逼仓 7 月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在 6 月底

前多头资金主力不会轻易撤退，多头趋势不变。国内豆粕由于价格低廉至出口翻

翻，油厂渠道增加至库存无压力更增加挺价信心，当前豆粕相对于棉菜粕仍具有

较高的性价比，随着水产养殖需求逐渐进入高峰期以及生猪存栏的复苏，后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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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无需担心。策略上贸易商以及饲料企业仍需要积极考虑补充后期头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