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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出口需求提振，美豆延续涨势

-----2020 年 9 月蛋白粕期货市场展望

2020 年 8 月 28 日

要点提示：

1、 USDA上调美豆产量预估，报告偏空

2、 美国大豆丰产前景基本确定，产量进一步上调空间有限

3、 巴西大豆播种在即，预计产量继续增加

4、 美豆压榨需求持续旺盛，新作出口进度加快

5、 大豆集中到港，国内库存承压

6、 生猪产能逐步恢复，饲料需求向好

7、 进口大豆成本提升，油厂压榨利润恶化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美豆新作即将收割，虽然局部天气出现异常，但总体优良率维持高位，丰产格

局难改。巴西 9月也将开始种植新作大豆，种植面积预期继续增加，播种期有出现

天气异常可能。需求端，巴西大豆出口旺盛，旧作供应日渐枯竭，中国买家不得不

转向美豆采购，美豆旧作出口已超过当前 USDA 预估，新作出口进度也远超往年。全

球大豆供需两旺，美豆大概率维持偏强震荡。近月国内大豆到港量较大，且有进口

大豆抛储，原料供应充足，油厂开机率较高，豆粕库存压力渐增。不过 9 月进口大

豆到港将下降，且下游生猪存栏持续恢复，饲料需求总体向好，此外，进口大豆成

本提升，盘面榨利恶化，油厂挺价意愿或有所加强。9 月豆粕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后期继续密切关注美豆收割情况、巴西大豆播种和中美关系变化。

策略：单边:M2101 合约逢低做多；套利：关注 1-5 反套

期权:当前豆粕波动率较低，择机买入牛市价差组合

风险点：中美贸易关系；美豆收割情况；巴西大豆播种；国内大豆到港；生猪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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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走势回顾：

美豆新作大豆长势良好，优良率维持高位，USDA月度供需报告显示新作单产和

产量均高于市场平均预期以及去年水平。但美豆不跌反涨，一方面是市场认为利空

出尽，另一方面，巴西大豆剩余库存不多，且中美关系并未明显恶化，中方积极采

购美豆新作，美豆压榨、出口需求良好，8月美豆走势震荡偏强。而国内大豆到港

量较大，加上进口大豆抛储，市场原料供应充足，豆粕库存继续回升，油厂豆粕库

存压力渐增，8月豆粕走势弱于外盘，总体震荡为主。

图 1 豆粕、菜粕期价走势 图 2 CBOT 大豆期价走势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 供需分析

2.1 国际大豆供需分析

2.1.1 USDA 上调美豆产量预估，报告偏空

USDA供需报告显示，预计美国2020/21年度大豆单产53.3蒲/英亩，较上月预测

值上调3.5蒲/英亩，高于市场预期的51.3蒲/英亩，创历史新高。单产的调增使得

美豆新作产量增至44.25亿蒲，较上月预测值上调2.9亿蒲，为历史次高水平。需求

端，美豆新作出口量21.25亿蒲，较上月预测值上调0.75亿蒲，反映了近期美豆出

口节奏加快；压榨量21.8亿蒲，较上月预测值上调0.2亿蒲，因美国豆粕出口需求

的增加。最终，由于产量的大幅调增，美豆2020/21年度期末库存6.1亿蒲，较上月

预测值上调1.85亿蒲。

全球方面，因2020/21年度美国、巴西和阿根大豆产量均呈增长态势，全球大

豆产量3.7亿吨，比上一年度的3.37亿吨增加3312万吨，甚至高于2018/19年度创纪

录的3.6亿吨，再创历史新高。不过从需求端看，中国2020/21年度大豆压榨调高300

万吨至9800万吨，进口需求较上月调高300万吨至9900万吨。因此，大豆主产国出

口量都出现上调，其中巴西大豆出口量8400万吨，较上月预测值上调100万吨；阿

根廷大豆出口量750万吨，较上月预测值上调100万吨。因中国需求增加部分抵消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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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增量，2020/21年度全球大豆期末库存9536万吨，较上月预估增加30万吨，比

2019/20年度的9585万吨略减49万吨，仍处于历史偏高水平。

表 1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表 2 美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七月 八月 调整

种植面积 89.2 76.1 83.8 83.8 0
收获面积 87.6 75 83.0 83.0 0

单产 50.6 47.4 49.8 53.3 3.5

期初库存 438 909 620 615 -5
产量 4428 3552 4135 4425 290
进口量 14 15 15 15 0
供给总计 4880 4476 4770 5055 285
压榨量 2092 2160 2160 2180 20
出口量 1752 1650 2050 2125 75
种用 88 97 100 100 0
残值 39 -46 35 40 5

需求总计 3971 3862 4345 4445 100
期末库存 909 615 425 610 185
库存消费比 22.89% 15.92% 9.78% 13.72% 3.94%

2020/21

百万英亩

蒲式耳/英亩

美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2018/19 2019/20

百万蒲式耳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本次报告总体偏空，2020/21年度美豆产量大幅调增，虽出口、压榨需求良好，

但期末库存仍有所增加，库销比继续上调。不过因此次单产调增幅度远大于市场预

期，美豆丰产基本成定局，未来继续上调可能较小，对盘面利空影响难以持续。

2.1.2 美国大豆丰产前景基本确定，产量进一步上调空间有限

2020/21年度美豆即将收割，生长进度较快，截至8月23日，大豆结荚率为92%，

去年同期为76%，五年均值为87%，目前产区天气成为市场关注焦点。8月中旬一场

飓风袭击了美国中西部3770万英亩农田，其中包括第二大大豆产区爱荷华州1400

万英亩农田（约818万英亩的玉米和564万英亩的大豆）。此外，飓风摧毁或严重破

坏了该州超过5700万蒲式耳的商业谷物仓储及类似数量的农场仓储，引发了人们对

秋季收成的担忧，而拆除、更换或修复受损的谷物仓储将花费3亿多美元。不过总

体而言，暴风雨带来的是一次性破坏，相较于干旱和水灾来说，持续时间较短。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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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新调查该州玉米和大豆收割面积，对美豆作物产量是否会造成影响，需要等到

下个月的USDA报告进行修正。

8月17-20日，Pro Farmer对新季作物进行田间巡查，从结果来看，美豆新作丰

产格局基本已定。主产州南科达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3*3平

方英尺面积上平均结荚均超过1000，超出去年同期水平和五年均值，而受到天气干

燥和超强风暴损害的爱荷华州，大豆单产低于平均水平。最终，Pro Farmer预计今

年美国大豆产量为43.62亿蒲式耳，平均单产为52.5蒲式耳/英亩。相比之下，USDA

本月发布的作物产量报告显示，2020/21年度美国大豆单产预计达到创纪录的53.3

蒲式耳/英亩，大豆产量将增至44.25亿蒲式耳。因Pro Farmer预估是基于田间调查，

相较于USDA的卫星拍摄和模型推演方式更为精确，虽然二者给出的预估差距不大，

但可以进一步帮助市场确立信心，未来USDA继续上调产量的可能较小，甚至在飓风

和局部干旱持续的条件下，有对单产小幅下调的可能。近两周USDA下调美豆新作优

良率，截至8月23日，大豆优良率为69%，上周为72%，去年同期为55%。

2.1.3 巴西大豆播种在即，预计产量继续增加

巴西即将开始种植新作大豆，因2019/20年度巴西大豆出口旺盛，种植收益丰

厚。巴西农业部下属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发布报告称，2020/21年度新豆播

种面积预计增长3%，产量将达到1.335亿吨，高于2019/20年度预估的1.209亿吨。

USDA数据显示，在2019/20年度，巴西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

而在2020/21年度USDA预估巴西大豆种植面积将增加3.79%，最终产量达到1.31亿

吨。

不过巴西气象专家预测巴西大豆生长季节开始可能出现不稳定的降雨，尤其是

巴西中部。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提高未来几个月出现拉尼娜现象的

几率，这可能影响到南美春播条件。拉尼娜现象可能造成巴西一些地区干旱，而其

他地区降雨过量。而巴西国家气象局（Inmet）预计除了南马托格罗索州，巴西中

西部8-10月的降雨量将低于正常水平，要到11月份降雨才会恢复正常，对于南部的

主产州来说，9-10月期间的降雨量也将赋予正常水平。在条件合适情况下，帕拉纳

州的大豆播种工作将于9月11日开始，马托格罗索州的播种工作将于9月16日开始。

2.1.4 美豆压榨需求持续旺盛，新作出口进度加快

美国全国油籽加工商协会（NOPA）发布的压榨报告显示，2020年7月份NOPA会

员企业一共加工大豆1.7279亿蒲式耳，创下四个月来的新高，高于市场预期。由于

充足的大豆供应以及大豆制成品需求较好，2019/20年度以来美国大豆压榨量一直

处在历史同期高位，因此在月度供需报告中，USDA连续上调美豆新作和旧作的国内

压榨需求。

图 3 美豆累计出口销售（万吨） 图 4 美豆月度压榨量（亿蒲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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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NOPA

巴西雷亚尔本月持续下跌，南美农户惜售，且巴西2019/20大豆可售不多。今

年以来巴西出口装船持续维持高位，根据巴西商贸部数据，7月巴西共计装出大豆

1037.27万吨大豆，从巴西月度装运情况来看，未来出口量预计将持续下降。巴西

商贸部数据显示截止8月23日当月（共15个工作日），巴西累计装出大豆506.74万

吨，日均装运量33.78万吨/日，按照这个数值估算，8月出口预计约为710万吨。

另一方面，巴西大豆种植户协会预计农户已经预售了50%的2020/21年度大豆产

量。咨询公司Safras＆Mercado公司预计新豆预售比例为45%，而历史水平为16%，

到大豆播种时，新豆预售比例可能达到55%到60%。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农业经济研究

所(IMEA)称为了规避经济和货币风险，当地农民甚至销售了2021/22年度大豆的

1.3%。由于近期巴西供应日渐枯竭，巴西大豆与美国大豆的价差扩大，出于压榨利

润和可供销量的考虑，中国买家不得不转向美豆，一些买家甚至放弃了早先订购的

高价巴西大豆，转而购买美豆。

因此即使中美摩擦不断，美豆新作出口销售也出现了明显好转。USDA数据显示，

截至8月13当周，美豆2019/20年度旧作累计销售4750万吨，较去年同期低112万吨，

较三年值均低853万吨，但已超出USDA供需报告预估的4490万吨，预计此后将调高

旧作出口预估。而对于美豆2020/21年度新作，当前累计销售达2055万吨，远高于

去年同期的526万吨和三年均值的928万吨，其中对华销售1192万吨，占比58%。后

续需密切关注中美贸易关系变化，若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顺利执行，中方保持对

美豆的采购，将给美豆价格带来一定提振。

图 5 进口大豆升贴水（美分/蒲式耳） 图 6 巴西大豆月度出口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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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巴西贸易部

小结：美豆新作即将收割，虽局部天气出现异常，但总体优良率维持高位，USDA

月度供需报告大幅上调新作单产，美豆丰产格局难改。巴西9月也将开始种植新作

大豆，因收益良好，种植面积预期继续增加，不过气象机构称播种期可能出现不利

天气，还需关注天气变化。需求端，巴西大豆出口旺盛，预售进度超出预期，旧作

供应量日渐枯竭，中国买家不得不转向美豆采购，美豆旧作出口已超过当前USDA

预估，新作出口进度也远超往年。全球大豆供需两旺，后期继续关注美豆新作收割

情况和贸易摩擦进展，如无异常，美豆大概率维持偏强震荡。

2.2 国内豆粕供需分析

2.2.1 大豆集中到港，国内库存承压

因前期压榨利润较好，4-7 月中国大量购买巴西大豆，而从巴西到中国船期约

40 天，因此近两个月大豆集中到港。海关数据显示，中国 7 月大豆进口 1009.1 万

吨，环比 6 月 1116 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略有下滑，今年 1-7 月大豆累计进口量为

5513.5 万吨，同比增加 17.7%。但 8 月起巴西大豆出口能力减弱，而美豆新作尚未

收割，因此从往年规律来看，9-10 月大豆到港量往往有所下降。根据天下粮仓预

估，8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1035.8万吨，9月初步预估900万吨。预计2019/2020

年度中国进口大豆量将达到 9714.48 万吨，较上年度增长 17.33%。

此外，从 7 月 24 日期，国储进行了 13 次进口大豆拍卖，共成交 71 万吨进口

大豆，成交率 85%，随着拍卖进行，成交量价均有回落。市场传言此轮抛储量将达

到 300 万吨，进一步增加市场进口大豆供应压力。

当前压榨维持良好，大豆供应充足，油厂保持高开机率，周压榨量维持在 200

万吨以上的高位。豆粕库存连续上升，截止 8 月 21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

厂豆粕总库存量 114.13 万吨，较去年同期 73.17 万吨增加 55.97%。按当前开机速

度来算，预期 8 月份全国大豆压榨总量在 899 万吨，环比、同比都有所上升。根据

天下粮仓统计，截至 7 月底，2019/20 年度全国大豆压榨量总计为 7376 万吨，同

比增幅为 10.54%。按往年均值来算，8-9 月压榨量约为 1540 万吨，但今年二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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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来，在高到港的驱动下，压榨量一直远超均值，若维持当前的高压榨，预计本

年度国内压榨量将达到 9075 万吨或更高的水平，与 USDA 预估的 9050 万吨基本相

符。进口大豆到港下降，若压榨需求持续旺盛，9 月后大豆库存将出现明显下降，

有利于缓解当前市场悲观情绪。

图 7 大豆进口量（万吨） 图 8 全国豆粕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天下粮仓

2.2.2 生猪产能逐步恢复，饲料需求向好

因非洲猪瘟导致生猪存栏严重下滑，生猪供需矛盾异常突出，本轮生猪养殖利

润从2019年3月启动，生猪养殖利润大幅上涨至2000以上，最高自繁自养利润超过

3000元/头，而外购仔猪也达到2780元/头。仔猪价格是反应市场需求最敏感的指标

之一，仔猪价格高企则代表市场对需求旺盛，虽然母猪存栏持续回升，但总体存栏

依旧处于历年最低水平，2020年2月底仔猪价格飞涨，致使自繁自养和外购仔猪的

养殖，出现了明显差异，自繁自养养殖利润当前处于近2500元/头，而外购仔猪已

跌至1000元/头。自繁自养优势明显，而外购仔猪养殖利润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

较历史利润依旧丰厚，这将有助于生猪养殖企业或养殖户扩大规模。预估在生猪产

能供需矛盾没有明显缓解之前，当前的生猪养殖暴利状态依旧持续。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4.8%，连续6个月增长，同

比增长13.1%。全国生猪生产继续较快恢复，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4.0%，连续10

个月增长，同比增长20.3%。近两年因非瘟生猪产能大幅下降，猪价高企，受高利

润驱动和政策支持，养猪场户补栏增养势头较好，农业农村部称，今年以来新建规

模猪场投产累计已达9093个，去年空栏的规模猪场已有11202个复养，预估到2021

年末中国的生猪存栏量3.7亿头，相当于疫情发生前存栏的80%以上。

但夏季台风频发，对水产养殖行业造成影响，且由于降雨频繁，北方天气开始

转凉，当地水产养殖也将趋于结束，受此影响，水产需求不如以往。而禽肉市场消

费需求整体偏弱，养殖端利润减少，养殖信心不足，补栏鸡苗多处于观望状态，个

别散养户已有转型情况发生，禽料整体需求仍不佳。根据天下粮仓预估，7月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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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产量为2190万吨，环比增7.3%，同比增16%。主要是因为猪饲料产量快速上升，

7月猪饲料产量701万吨，环比增长10.3%，同比增长36.8%。

图 9 生猪养殖利润（元/头） 图 10 生猪和仔猪平均价 （元/千克）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天下粮仓； Wind

2.2.3 进口大豆成本提升，油厂压榨利润恶化

美豆产区局部干旱，爱荷华州遭受飓风袭击，令美豆产区天气再度成为市场交

易重点。而需求端，美豆出口、压榨需求持续好转，对价格有所提振。另一方面，

因为四季度巴西大豆库存见底，美豆出口升贴水价格出现明显溢价，当前进口美湾

11月船期大豆升贴水报价为过去5年同期最高价。因此，在外盘走强和升贴水维持

高位的共同刺激下，国内大豆进口成本提高，盘面榨利走差。而国内豆粕因库存压

力增大，涨幅弱于外盘，此外，油脂价格坚挺也给豆粕带来进一步压力，本月豆粕

现货基差总体偏弱，除华北地区外，均已回落为负值。

上文中我们提到，9月进口大豆到港下降，而下游生猪存栏回升，四季度饲料

消费比较乐观，大豆库存将出现明显下降。从历史规律来看，进入9-10月后，基差

走强概率较大。且在当前盘面榨利恶化的情况下，油厂或将通过豆粕基差的提升，

来提升现货榨利。

图 11 豆粕基差（元/吨） 图 12 大豆压榨利润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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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天下粮仓

小结：近月大豆到港量较大，且有进口大豆抛储，原料供应充足，油厂开机率

较高，豆粕库存压力渐增。不过 9月进口大豆到港将下降，且下游生猪存栏持续恢

复，饲料需求总体向好，此外，进口大豆成本提升，盘面榨利恶化，油厂挺价意愿

或有所加强。9 月豆粕维持震荡偏强走势，后期继续密切关注美豆收割情况、巴西

大豆播种和中美关系变化。

三 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美豆新作即将收割，虽然局部天气出现异常，但总体优良率维持高位，丰产格

局难改。巴西9月也将开始种植新作大豆，种植面积预期继续增加，播种期有出现

天气异常可能。需求端，巴西大豆出口旺盛，旧作供应日渐枯竭，中国买家不得不

转向美豆采购，美豆旧作出口已超过当前USDA预估，新作出口进度也远超往年。全

球大豆供需两旺，美豆大概率维持偏强震荡。近月国内大豆到港量较大，且有进口

大豆抛储，原料供应充足，油厂开机率较高，豆粕库存压力渐增。不过9月进口大

豆到港将下降，且下游生猪存栏持续恢复，饲料需求总体向好，此外，进口大豆成

本提升，盘面榨利恶化，油厂挺价意愿或有所加强。9月豆粕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后期继续密切关注美豆收割情况、巴西大豆播种和中美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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