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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豆预期丰产在即，南美种植天气暂无影响，本年度及下年度大豆供应预期良好； 

2、国内大豆及豆粕库存供应稳定，大豆及豆粕库存处于季节性去库阶段，绝对值方面港口

大豆略有偏高，豆粕维持往年正常水平范围内; 

3、生猪存栏恢复题材落地，下游饲料消费逐步进入常态化，短期内暂难有亮点表现，但生

猪维稳政策将延续豆粕作为猪饲料的消费量； 

4、市场风险： 

1）美豆出口报告的利多扰动； 

2）南美种植天气情况。 

 

摘要 



5、总结：从总体供应情况来看，国际大豆供应预期稳定，按照9月美农数据情况来看，美

豆丰产概率较大，且南美种植天气并无拉尼娜或厄尔尼诺气候影响，巴西大豆种植面积预期同

比继续增加，虽然阿根廷种植面积略有调减，但预计影响有限，下年度南美大豆产量目前将维

持纪录丰产预期。供应端增加将缓解之前年度持续走低的库消比，豆粕价格也将会随着美豆丰

产上市的到来而转弱。但考虑美盘定价中心地位以及美豆上市后的出口数据炒作，近期仍有震

荡表现，但总体趋势警惕期价下行风险。 

从国内市场供需情况来看，前期压榨利润走低导致进口下降，从而带来供应偏紧的供应预

期，但如果国内进口持续偏低，则会导致美豆出口报告不利，届时美豆亦会下跌，所打开的压

榨利润仍会刺激国内企业进口增加，届时供应的转好和套盘压力亦会打压豆粕价格走低，因此

，若美豆丰产，南美种植顺利则将会导致豆粕中期依然会面临调整的风险。 

从现货经营角度来讲，在供应预期良好状态下，当前豆粕采购适合随采随用策略，对于未

来数月需要点价的合同，可考虑在期货或者期权适量对冲价格下跌风险。 

 

摘要 



     从以上数据来看，美豆单产调增且期末库存环比增加反映市场供应预期良好，本年度美

豆丰产成为大概率事件，且美豆进入落叶期，意味着美豆收获即将开始。 

1 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情况 

美农9月报告美国大豆供需情况 

  9月预估 8月预估 

种植面积 8720万英亩 8760万英亩 

收获面积 8640万英亩 8670万英亩 

单产 50.6蒲式耳/英亩 50蒲式耳/英亩 

产量 43.74亿蒲式耳 43.39亿蒲式耳 

总供应量 45.74亿蒲式耳 45.33亿蒲式耳 

压榨量 21.8亿蒲式耳 22.05亿蒲式耳 

出口量 20.9亿蒲式耳 20.55亿蒲式耳 

总消耗量 43.89亿蒲式耳 43.79亿蒲式耳 

1.1美豆丰产预期，供需改善 



 季度库存报告：截至2021年9月1日，美国旧作大豆库存总量为2.56亿蒲式耳，同比下降

51%。高于市场预期1.74亿蒲以及9月10日供需月报中的1.75亿蒲。其中农场库存量为6810万蒲

式耳，同比下降52%；非农场库存量为1.88亿蒲式耳，同比下降51%。2021年6月至8月大豆消费

量为5.13亿蒲式耳，同比下降40%。美国农业部基于对市场年末库存估计、出口和压榨数据以

及农场项目管理数据的分析，2020年大豆产量较之前的估计上调了8080万蒲式耳。种植面积修

正为8340万英亩，但收获面积修正为8260万英亩。2020年的单产为51.0蒲式耳/英亩，较之前

的估计增加了0.8蒲式耳/英亩。 

 

1 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情况 



    自2019年以来，美豆及全球库消比持续回落，但随着新年度大豆供应的预期良好，库消比情况有望

得到改善，呈现出止跌态势。此外，前期美豆价格的上涨也已经充分消化了前期美豆及全球库消比下行

的利多因素。随着当季及下年度南美豆种植良好的预期，或对市场产生压力。 

 
图1：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图2：美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1 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情况 



1.2 南美种植在即，暂无气候影响 

目前巴西早豆已进入种植阶段，且目前种植表现顺利，从天气预报来看，暂无拉尼娜或厄

尔尼诺气候对南美种植天气干扰的担忧。市场预期，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以及乌拉圭的大

豆种植面积预计均将增加，阿根廷种植面积料将减少。 

如果天气给予配合，则下一年度南美大豆产量有望再度环比创纪录增长。因此从目前美豆

和南美大豆供应预期来看，全球大豆供应预期较为宽松。 

 

 

1 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情况 



  按照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商品供应公

司CONAB的预估数据来看，2021/2022年大

豆产量预测为1.41261亿吨，比上一个年度

增长3.9%。2021/2022年大豆种植面积将增

长3.6%，达到3991万公顷。目前巴西早豆

已经开始种植，截至9月27日，巴西第二大

产区帕拉纳州公布作物播种及收割进度：

2021/22年度第一茬大豆种植率为7%，前一

周为3%，去年同期为0%；优良率为100%，

前一周为100%，去年同期为0%。 

 

图3：巴西大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1 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情况 



阿根廷大豆种植略有下降，但产量降幅

不足巴西增幅。据外媒报道，罗萨里奥

谷物交易所（BCR）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2021/22年度，阿根廷大豆播种面

积预计为1620万公顷，同比减少近50万

公顷，创下15年来最低面积。根据趋势

单产，新年度的大豆产量将达到4900万

吨。 

 

图4：阿根廷大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1 全球大豆市场供需情况 



2.1 全国饲料产量数据 

据样本企业数据测算，2021年8月，

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2723万吨，环比增

长6.5%，同比增长14.9%。从品种看，

猪饲料产量1118万吨，环比增长6.9%，

同比增长41.7%；蛋禽饲料产量268万吨

，环比增长4.0%，同比下降4.5%；肉禽

饲料产量802万吨，环比增长1.1%，同

比下降4.1%；水产饲料产量382万吨，

环比增长18.8%，同比增长19.0%；反刍

动物饲料产量118万吨，环比增长9.6%

，同比增长11.3%。 

 

图5：饲料月度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饲料工业协会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2021年1—8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19212万吨，同比增长19.1%。其中，猪饲

料产量8409万吨，同比增长62.6%；水产

、反刍动物饲料产量分别为1628万吨、

91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7%、14.7%；

蛋禽、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2097万吨、

5927万吨，同比分别下降9.4%、3.8%。 

从分项数据来看，随着生猪存栏恢复

正常水平，生猪饲料产量也逐步进入平稳

，下游养殖逐步进入正常市场化状态，下

游消费短期内暂无新的亮点。 

图6：月度分项饲料数据 

数据来源：饲料工业协会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2.2 生猪市场情况 

2.2.1 生猪政策频出调整加强 

9月13日，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及时会商，确认预警级别和预警信息口径，在门户网

站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养殖户平稳有序减栏或扩产，避免恐慌性集中出栏或非理性过度补栏，

防止生产供应和价格大起大落。省级层面将猪粮比价、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以及成都、绵

阳、南充、宜宾、达州5市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作为预警指标，任一指标达到设定条件即视为

进入对应的预警区间和级别。 

9月14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全省临时储备冻猪肉总量控制在3000吨以内

，按照20头/吨折算约为6万头，由各市（州）、县（市区）组织符合条件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自愿申报。对屠宰企业短期商业储备的冻猪肉，参照《湖北省储备肉管理办法》的标准，省财

政给予39元/头的一次性电费和公检补贴，补贴资金直接下发到县（市区），县（市区）有关

部门和财政部门直接拨付到储备企业。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9月17日农业农村部表示，将继续加大对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扶持力度。一是对年出栏1万头

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挂牌建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相应层

级的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稳定规模猪场存量。二是继续发挥部门协调机制作用，会同有关部门

督促地方稳定并落实财政、金融、用地、环保等长效性扶持政策，防止“急转弯”“翻烧饼”

，让规模养殖场（户）有稳定的政策预期。三是开展养殖技术指导培训，帮助规模养猪场（户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促进节本增效，加快转型升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9月23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 方案中提到，“十四

五”期间，以正常年份全国猪肉产量在5500万吨时的生产数据为参照，设定能繁母猪存栏量调

控目标，即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4100万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3700万头。按照生猪

产能调控要求，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动划分为绿色、黄色和红色3个区域，采取相应的调控措

施。“十四五”期间，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核心群保有量保持在15万头以上，最低保有量

不低于12万头。当核心群保有量处于12万—13.5万头（含临界值）时，特别是低于12万头时，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加强政策支持，使核心群存栏量尽快回归到合理水平。 

9月，政府有关生猪方面的政策频出，反映出政府对于生猪存栏和价格的稳定意愿。在这样

的政策引导下，生猪存栏或逐步转入稳定态势，猪肉价格难有大涨。近期猪料比在大幅走低后

，国家开启第二轮冻猪肉收储政策，但从交易数量来讲，更多的是市场人气的提振，期价近日

有所走暖，但难从根本上短时间内改变供需，猪肉价格中期仍将维持偏弱，不过生猪存栏的稳

定有利于饲料消费预期的稳定。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2.2.2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情况     

    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最新发布数据，2021年7月份4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量为32262.72万头，

环比增加0.80%，同比增加21.63%；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087.98万头，环比减少0.50%，同比增加21.14%。 

图7：生猪存栏情况 图8：能繁母猪存栏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就目前统计数据情况来看，生猪存栏已经恢复至2018年水平，能繁母猪存栏略有不足，但

基本接近2018年时的正常水平，且从近期的母猪价格调整也反映出市场的供应水平较好。 

 
图9：生猪、仔猪和猪肉平均价格 图10：二元能繁母猪价格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2.2.3 生猪养殖利润 

生猪养殖利润自年初开始出现大幅

快速回落，截止9月22日，两种养殖模

式均已进入亏损模式，自繁自养生猪养

殖利润-41元/吨，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183元/吨，虽然养殖利润进入非盈利状

态，但由于政策性维稳，作为行政考核

指标，生猪养殖规模将进入相对稳定状

态。 

图11：生猪养殖利润（未考虑期间费用）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2.3 禽类存栏同比略有萎缩 

    2021年7月，全国蛋鸡存栏量11.72亿只，环比下降1.01%，同比下降9.63%。120-450日在产蛋鸡存

栏占比75.17%，环比上升0.06个百分点，同 比上升0.07个百分点。 

图12：蛋鸡存栏情况 图13：全国主产区代表市场蛋鸡存栏结构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图14：蛋鸡养殖利润 图15：肉鸡养殖利润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2 下游消费情况-需求暂无亮点 



3.1 大豆及豆粕库存维持正常水平 

    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中国8月

进口大豆948.8万吨，7月为867.4万吨；

1-8月大豆进口同比增加3.6%至6790.9万

吨。截止到9月14日，主要港口的进口大

豆库存量约在807.89万吨，去年同期库存

为771.06万吨，五年平均705万吨，从进

口及库存数据来看，进口增幅明显高于大

豆库存增幅，反映出大豆消费量较去年确

实有所增加，且当前国内大豆供应稳定，

但随着九月、十月进口大豆的大幅下降，

大豆整体将呈现季节性去库存状态。 

图16：大豆港口库存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3 国内大豆及豆粕市场情况 



    豆粕库存进入去库存状态，截

止9月13日，全国油厂豆粕库存88.8

万吨，处于历史正常区间水平。 

 

图17：全国油厂豆粕库存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3 国内大豆及豆粕市场情况 



    按照中国粮油商务提供的数据来看，9月、10月、11月大豆进口预估分别为600万吨、600万吨、

850万吨。从过去两年的进口数据来看，今年近三个月的进口预估数据略低，后期大豆供应有从宽松

向偏紧转变趋向，此时还要结合压榨利润持续跟踪实际进口。但考虑国内养殖利润低迷，生猪肉禽养

殖普遍处于亏损边缘，导致饲料端价格压力增加，豆粕端价格继续上涨的阻力增强，除非天气炒作再

起。 

 

3 国内大豆及豆粕市场情况 

中国大豆进口预估及对比增减情况 

2021年（预估） 2020年 2019年 

9月 600 978.92 819.52 

10月 600 868.8 618.11 

11月 850 958.65 628.02 

合计 2050 2806.37 2065.65 

3.2 大豆及豆粕9月至11月供需情况预估 



    根据天下粮仓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9月-11月豆粕消费2067万吨，2019年、2018年

、2017年同期消费量分别为1680万吨、1849万吨、1911万吨相比来看，2021年未来三个月（9

月至11月）的豆粕供应预估量在1619.5万吨，叠加当前豆粕最新库存（9月13日）88.8万吨，

合计供应为1708.3万吨。从历史消费数据对比来看，豆粕供应有偏紧趋势，如果后期榨利未能

得到进一步改善，推动油厂进口量增加超过预期，则大豆及豆粕未来三个月的供应明显偏紧。 

 

3 国内大豆及豆粕市场情况 



3.3 大豆压榨量及压榨利润    

    从历年同期对比数据来看，近几个

月大豆周度压榨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

，一改上半年的强劲态势。20/21年度

(10/9月)作物年度累计大豆压榨总量为

9076.8万吨，而去年同期累计压榨量为

8722.3万吨。2021年自然年度累计大豆

压榨总量为6544.8万吨，去年同期累计

压榨量为6589.1万吨。 

图18：大豆压榨量历年对比图（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3 国内大豆及豆粕市场情况 



大豆现货压榨利润自1月以来持续回

落，并与6月达到历史低位-450元/吨，

导致大豆近月进口积极性大幅下降，虽

然近期大豆压榨利润有所回暖，但仍处

于较低水平。如果后期美豆丰产，美豆

降幅低于豆粕降幅，则不利于压榨利润

，不利于进口预期。 

截止9月28日，江苏地区大豆现货价

格折算利润为143元/吨。 

图19：大豆现货压榨利润（江苏地区）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3 国内大豆及豆粕市场情况 



    2021年1-7月油菜籽进口143.71万吨，截止9月17日，全国油厂进口油菜籽库存26.6万吨，

16家进口菜籽油厂菜粕库存0.5万吨。 

图20：全国油厂进口油菜籽库存 图21：全国油厂菜粕库存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 中辉期货 

4 国内菜籽菜粕市场供需情况 



    从基差数据来看，由于市场缺乏升

水题材炒作推动，导致豆粕期货维持震

荡，基差走强，现货在传统消费季下，

豆粕现货价格表现出相对强势。 

图22：豆粕合约基差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5 豆粕基差略有走强 



    豆粕5-1价差持续回落，随着美豆

丰产即将落地，价差有所止跌持稳，后

市关注价差做多机会。 

 

图23：豆粕5-1价差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6 豆粕价差机会分析 



7.1 美豆出口报告的利多扰动 

    美豆收割在即，十月将迎来美豆的

收获上市期，而美豆出口报告对行情存

在较大的带动，由于国内近期进口偏低

，美豆上市后，存在进口需求。如果美

豆出口乐观，则会带动短期市场看多人

气，如果美豆出口偏低，则会联合美豆

丰产消息，对豆粕价格形成双重打压。

因此，操作上，需要注意美豆10月出口

数据的利多对盘面带来的干扰。 

图24：历年美豆周度出口数据 

数据来源：USDA  中辉期货 

7 市场风险点 



7.2 南美种植天气情况 

    目前巴西早豆已进入种植阶段，且目前种植表现顺利，从天气预报来看，暂无拉尼娜或厄

尔尼诺气候对南美种植天气干扰的担忧。如果南美丰产，则会压制近半年的豆粕行情走势。由

11家分析机构参与的调查显示，巴西2021/2年度大豆产量料达1.4375亿吨纪录高位，较上年增

长5.77%。分析师预计，降雨将令大豆得以较上年度提早播种，为之后种植棉花和玉米留岀更

多的时间。截至9月27日，巴西第二大产区帕拉纳州公布作物播种及收割进度：2021/22年度第

一茬大豆种植率为7%，前一周为3%，去年同期为0%；优良率为100%，前一周为100%，去年同期

为0%。 

7 市场风险点 



从总体供应情况来看，国际大豆供应预期稳定，按照9月美农数据情况来看，美豆丰产概率

较大，且南美种植天气并无拉尼娜或厄尔尼诺气候影响，巴西大豆种植面积预期同比继续增加

，虽然阿根廷种植面积略有调减，但预计影响有限，下年度南美大豆产量目前将维持纪录丰产

预期。供应端增加将缓解之前年度持续走低的库消比，豆粕价格也将会随着美豆丰产上市的到

来而转弱。但考虑美盘定价中心地位以及美豆上市后的出口数据炒作，近期仍有震荡表现，但

总体趋势警惕期价下行风险。 

从国内市场供需情况来看，前期压榨利润走低导致进口下降，从而带来供应偏紧的供应预

期，但如果国内进口持续偏低，则会导致美豆出口报告不利，届时美豆亦会下跌，所打开的压

榨利润仍会刺激国内企业进口增加，届时供应的转好和套盘压力亦会打压豆粕价格走低，因此

，若美豆丰产，南美种植顺利则将会导致豆粕中期依然会面临调整的风险。 

从现货经营角度来讲，在供应预期良好状态下，当前豆粕采购适合随采随用策略，对于未

来数月需要点价的合同，可考虑在期货或者期权市场的合适价格上，适量对冲价格下跌风险。 

8 市场分析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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