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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供应增速不减，豆油长期跌势难改
——豆油 2014 年度分析报告
内容导读：2014 年全球大豆、油脂市场整体供需关系将延续宽松格局：南北美洲整体天气良好有望推动大
豆产量连续第二年创出纪录新高；同时棕榈油、菜油等油脂供应量都在创新高。宏观面上，尽管美国经济
向好可能带动全球复苏，但 QE 政策的缩减乃至退出将对商品价格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预计 2014 年豆油
价格将延续震荡下跌趋势，下跌目标位分别在 6500 元，5600 元和 5200 元，可能的反弹时点有三个：1、年
初阿根廷产区天气或有威胁，加上棕油产量季节性减少；2、北美大豆生长阶段的天气市行情；3、四季度
传统需求旺季，或有季节性反弹。操作上，建议逢反弹中线做空为主。套利方面，一季度维持买棕油卖豆
油的套利交易，预计目标位 600 元附近，届时再根据基本面变化考虑是否反向操作。

2013 年豆油走势回顾
2013 年大连豆油期价单边下跌后低位震荡，主要原因为利空基本面始终主导全年走势：全球主要油脂
产量均显著增加，而需求则相对低迷，导致国内外油脂库存普遍高企，同时，粕类供需格局相对偏多，油
厂挺粕弃油策略导致粕价走势坚挺，油粕比同步下跌，这也加剧了油脂的跌幅。具体来看，大连豆油指数
全年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图1

大连豆油指数日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第一阶段：1-2 月初豆油期价延续震荡反弹走势。主要是由于阿根廷产区干旱威胁加重，且巴西大豆出
口面临运输瓶颈，同时美豆出口需求意外增加导致库存偏紧，以上利好均提振豆油期价走强，2 月初期价最
高上摸 8932 元。
第二阶段：2-8 月初豆油期价持续下跌。主要原因为，南美大豆丰产、大豆供应压力加大，且北美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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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播种延误，但丰产预期较高。南北大豆接连丰产打压豆类期价走低，同时油脂需求低迷，库存居高不
下，油厂挺粕抛油策略令豆油期价毫无抵抗的单边下跌，至 8 月初豆油指数期价最低下探至 6878 元，最大
跌幅达 2054 元。而豆粕价格则始终坚挺，油粕指数比也从年初的 2.7 不断下跌至 9 月份的 1.96。
第三阶段：8-12 月豆油低位震荡为主。8 月份美豆产区干旱威胁加重，USDA 下调美豆产量，导致美豆
和豆粕价格暴涨，但棕榈油季节性增产压力加大，油脂整体增产和高库存的利空基本面不变，因此豆油价
格只是跟随美豆弱势反弹，8 月底豆油指数期价最高触及 7462 元的反弹高点，但随后快速下跌。直至四季
度，豆油需求季节性增加、现货有所走强提振豆油期价震荡走高，至 11 月底最高触及 7380 元。12 月份在
大豆进口增加、油脂库存维持高位的压力下，期价再次下跌，并与 12 月 27 日创出年内新低 6856 元，全
年最大跌幅 2022 元。
上期报告观点回顾
在去年年报中，笔者预计 2013 年全球大豆油脂市场整体供需格局将逐步转向宽松。因 2012 年南北美
洲连续减产导致豆价刷新历史高点，而高价必然导致次年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同时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太
可能连续发生，因此预计 2013 年全球大豆丰产的概率较大，这将导致大豆、豆油价格长期走熊。此外，全
球第一大油脂——棕榈油的产量仍将维持稳步增长，这也将进一步打压全球油脂价格。预计 2013 年豆油指
数期价将以下跌为主，目标位分别在 7000 元和 6500 元。实际走势基本符合预期。

2014 年影响因素分析
一、植物油整体供需宽松
从全球植物油的整体供需状况来看，预计 13/14 年度植物油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 1.684 亿吨，同比增加
760 万吨，增幅达 4.7%。预计需求将达到 1.639 亿吨，增幅 3.8%；预计库存将同比增加 302 万吨至 2132 万
吨，库存消费比为 13%，高于上一年度的 11.6%。基于上述数据，初步预计明年油脂供需格局延续宽松，油
脂价格仍有下跌动力。
图 2 全球植物油供需变化图

数据来源：USDA、中钢期货

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显示，13/14 年度全球豆油产量将达到 4462 万吨，同比增加 4.2%；同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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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 4438 万吨，同比增加 4.9%，预计库存将为 344 万吨，同比小幅下降 9 万吨。USDA 初步预计 13/14
年度全球豆油供需两旺，整体状况与前一年度相似。但是，13/14 年度全球大豆供应增幅预计将达 6.3%，这
对豆油供应将是额外的压力；从需求角度来看，2000 年至今豆油年度需求增幅在 4%左右，尽管 2014 年美
国经济预期较好，但新兴市场经济可能受到美联储 QE 缩减政策的不利影响，因此 13/14 年度全球豆油 4.9%
的需求增幅预期过于乐观，除非价格继续下跌吸引需求额外增加。综合来看，13/14 年度全球豆油供需状况
可能会较预期更差，长期供需格局将继续利空。
图 3 全球豆油供需变化图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USDA、中钢期货

二、13/14 年度美豆丰产，南美大豆产量预期创新高
从全球大豆供需状况来看，美国农业部预计 13/14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将为创纪录的 2.8494 亿吨，同比
将增加 1692 万吨，并且将是连续第二年显著增产。预计需求量为 2.7087 亿吨，同比增加 1257 万吨，需求
量和增幅都低于产量及其增幅，
预计 13/14 年度供需关系将进一步宽松，
期末库存将为创纪录的 7062 万吨，
同比增加 1044 万吨；库存消费比从 12/13 年度的 23%增加至 26%，这也将是历史第三高水平。
图 4 全球大豆产量变化图单位: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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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大豆库存变化图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USDA、中钢期货

USDA12 月供需报告显示，13/14 年度美国大豆产量为 8866 万吨，同比增产 610 万吨，增幅达 6.88%；
但 USDA 通过大幅调高出口数据来化解国内供应压力，预计出口量 4014 万吨，
同比增加 423 万吨；
预计 13/14
年度结转库存为 407 万吨，同比仅小幅增加 24 万吨。由于数据显示美豆供需两旺，库存维持相对低位，因
此美豆丰产确认后豆价并未出现大幅回落，反而在新豆上市后因出口旺盛而有所走强。
不过，长期来看供应增加已然确定，需求增幅却未知，且南美丰产预期一旦增强，美豆出口订单将会
被大量取消；此外，USDA 对于美豆出口增加的预估主要基于中国进口预期增长，目前预计中国进口量将比
12/13 年度的 5987 万吨大幅增加 913 万吨，但国内机构对于 13/14 年度进口量的预计值仅为 6400-6600 万
吨，相比之下，USDA 对中国需求过于乐观？，后期下调空间和概率都很大，因此预计 14 年豆类期价将在
供应压力下持续走低。高盛在 USDA11 月供需报告公布后将未来 12 个月美豆价格从 10.5 美元下调至 9.5 美
元。
图 6 美国大豆产量、库存变化表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USDA、中钢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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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预计，13/14 年度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量将分别达到创纪录的 8800 万吨和 5450 万吨，两国总产
量将同比大幅增加 1120 万吨。南美大豆的增产预期将是上半年大豆市场的主要利空压力。
目前来看，南美多数产区天气总体良好，后期若无重大自然灾害，巴西大豆丰产压力将在 1 月份以后
开始逐步体现。但阿根廷产区天气存在威胁，由于阿根廷大豆播种较晚，未来 2-3 个月天气不确定性将对产
量和豆价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巴西大豆丰产将令其国内物流问题再次凸显，12/13 年度巴西大豆恢复性增
产达 1550 万吨，但出口仅同比增加 558 万吨，主要是国内大豆运输遭遇瓶颈，大豆出口严重受阻，进口商
不得不取消订单所致。因此，尽管南美大豆丰产预期较强，但阿根廷产区天气和巴西物流问题都将是潜在
的利多题材，预计在 4 月份之前，不宜对豆类期价过于看空。
图 7 巴西、阿根廷历年大豆产量变化图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USDA，中钢期货

三、2014 年美豆面积或增加，有望连续第三年增产
图 8 美国大豆玉米指数比价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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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和玉米存在典型的播种面积之争，而美国大豆玉米的比价关系则是美国农场主选择播种品种的重
要参考依据。从美国大豆玉米的比价关系来看，目前比价在 3 左右，20 年均值仅为 2.42，处于绝对高位。
相比而言，
2012 年底比价最低下探至 1.9 以下，这也是 2013 年美国玉米播种面积增幅远大于大豆，
导致 13/14
年度美国玉米增产幅度达 29.8%，供需状况远较大豆利空的主要原因。预计到 2014 年北美进入播种季节时，
比价仍将维持相对高位，从这一角度推测，2014 年美国农场主将倾向于增加大豆播种面积。
Informa 公司预计 2014 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将达到 8190 万英亩的创纪录水平，远高于 2013 年的 7650
万英亩；Informa 还预计美豆单产将达到 44.5 蒲式耳/英亩，预计产量将达到 36.03 亿蒲式耳。若 2014 年南
北美洲大豆产量接连刷新历史高点，美豆价格回到 10 美元以下的低位区间运行将没有悬念，国内豆油价格
也将会有 25%左右的跌幅。
图 9 美国大豆玉米历年种植面积变化图

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USDA、中钢期货

四、棕榈油产量增幅不高，走势或相对偏强
13/14 年度全球棕榈油产量将达到 5839.6 万吨，同比增长 263 万吨，增幅 4.7%，预计 13/14 年度两大
主产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产量将分别达到 1920 万吨和 3100 万吨，同比分别减少 12 万吨和增加 250 万吨。
预计全球期末库存 821.5 万吨，同比增加 118.7 万吨。因此预计 2014 年全球棕榈油供需格局维持宽松局面，
但因产量增幅有所下降，且马来西亚产量预期持平，而印尼产销数据并不透明，预计 2014 年棕榈油价格也
将以震荡下行为主，但多数时间走势会强于豆油。
图 10 全球棕榈油产量变化图（单位：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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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布瑞克、中钢期货

另外，从季节性规律来看，每年 11 月-次年 3、4 月份，棕榈油都处于减产周期，月度产量下降将有助
于其去库存化。11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 198 万吨，若未来几个月供需状况季节性好转，马棕油指数
期价有望升至 2800-3000 令吉区间，随后有望再次步入震荡下行通道。
图 11 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产量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MPOB、中钢期货

由于豆油棕榈油供应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季节性差异较大，而需求面则有很强的替代性，导致
两者价差常年保持宽幅区间震荡。14 年 1-3 月份，豆油可能在南美丰产预期打压下继续走弱，而棕榈油则
有望受到季节性减产提振而有所走强，预计豆油棕榈油指数价差中线仍将继续缩小，下跌目标位可能在
500-600 元，建议可继续逢反弹做空豆棕价差。
图 12 豆油棕榈油指数价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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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五、全球油菜籽显著增产，国储菜油抛售压力大
图 13 全球、加拿大和中国油菜籽产量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布瑞克、中钢期货

菜油方面，国内外供需状况都不容乐观。从全球范围来看，13/14 年度全球油菜籽产量将达到 6997 万
吨，同比增幅达 11%，尽管国内产量仅为 1420 万吨，维持平稳，但主要出口国加拿大产量同比增长 29%，
其产量增长主要用于出口，廉价的菜籽和菜油将大量进入中国，打压国内菜油价格。另一方面，经过连年
的收储，今年国家储备菜油达到 575 万吨的天量，后期轮库压力将对市场构成重压，这也将导致菜油在整
个油脂走势中持续弱势。目前菜油豆油 5 月价差仅 200 多元，价差处于历史低位和菜油的弱势都降限制豆
油的反弹。
图 14

国家菜油储备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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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布瑞克、中钢期货

六、油粕比低位盘整，粕强油弱格局限制豆油反弹
图 15 豆油豆粕指数比价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2013 年油粕比持续下跌，比值从年初的 3 左右，持续下跌至年底的 2 以下，创出合约上市以来的最低
点。短期内比值仍将在低位徘徊，长期来看，尽管比值会有超跌反弹，但基本面可能不支持其大幅回升。
因 2014 年油脂供需格局可能仍将差于粕类；其次，由于豆粕期价较现货贴水较高，后市即使豆粕供需关系
恶化，现货下跌，期货向下空间也相对有限。若粕强油弱格局得不到改变，豆油反弹空间将进一步受限，
反之下跌则会更加流畅。
图 16

豆粕期现价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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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万德、中钢期货

七、美国或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但需警惕 QE 缩减的政策压力
2014 年随着美国国内房地产行业及就业市场的持续向好，美国经济回升的速度将逐步加快，美联储逐
步缩减量化宽松政策（QE）将成为市场关注的最大焦点。虽然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增加了未来美联储延续
现有货币政策方向的可能性，意味着放缓 QE 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仍需警惕 QE 退出带来的商品下跌风
险；尤其是在油脂基本面本身偏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趋于紧缩将进一步助推油脂价格的下跌。
小结：综上所述，2013 年全球大豆油脂市场整体供需将延续宽松格局。南北美洲整体天气良好有望导
致大豆产量连续第二年创出纪录新高；同时棕油、菜油乃至整个油脂供应都在创新高；需求方面依旧相对
稳定，且目前的预估也过于乐观。因此 2014 供需偏空格局料将难改变。宏观面上，尽管美国经济向好可能
带动全球复苏，但 QE 政策的缩减乃至退出将对油脂价格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综合来看，2014 年豆油价
格难改下跌趋势。
技术面分析
图 17 大连豆油指数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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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豆油指数周线图显示，2013 年期价持续下跌后展开弱势横盘震荡，预计 14 年将延续震荡下行格局。
从数浪角度看，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12 年 9 月份至 13 年 8 月份的下跌可能是大 3 浪，8 月份至今则
可看做是 4 浪调整走势，那么 4 浪的反弹目标位将分别在 7600 元和 8150 元；第 5 浪下跌目标位将分别在
在 5800/5600 元和 5200 元；第二种，把今年的下跌和调整分别看做大 3 浪中的主跌浪和小 4 浪调整，那么
随后的小 5 浪下跌最大目标位可能到 6500 元，随后将展开较长时间的大 4 浪调整，大 5 浪的下跌目标位可
能也将在 5600 元和 5200 元。
图 18 大连豆油指数月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从月线图上看，2013 年豆油指数期价下跌后弱势盘整，并没有像样的反弹，因此预计大 3 浪下跌行情
没有结束的可能性较大，大 3 浪下跌目标位在 6500 元附近，创新低下跌后有望出现大 4 浪超跌反弹，最大
反弹阻力位在 7600 元附近；然后将展开大的 5 浪下跌行情，目标位在 5600 元和 5200 元。

2014 年行情展望
结合上述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2014 年全球大豆油脂市场整体供需关系将延续宽松格局：南北美洲整
体天气良好有望导致大豆产量连续第二年创出纪录新高；同时棕油、菜油乃至整个油脂供应量都在创新高
宏观面上，尽管美国经济向好可能带动全球复苏，但 QE 政策的缩减乃至推出必将对商品价格产生更大的负
面影响。因此，预计 2014 年豆油价格将延续震荡下跌趋势，下跌目标位分别在 6500 元，5600 元和 5200
元。可能的反弹时点有三个：1、年初阿根廷产区天气或有威胁，加上棕油产量季节性减少；2、北美大豆
生长阶段的天气市行情；3、四季度传统需求旺季，或有季节性反弹。
操作上，建议逢反弹中线做空为主。套利方面，一季度维持买棕油卖豆油的套利交易，预计目标位 600
元附近，届时再根据基本面变化考虑是否反向操作。

年度报告 豆油
风险提示：
1、美联储 QE 政策的变化
2、在作物关键生长期，南美和北美产区天气可能出现严重自然灾害。
如果发生小概率极端事件，行情也必将出现超预期发展，对此，我们会在月报中进行及时的提示，敬
请关注 2014 年各月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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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豆油市场大事记
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美国 2013 年大豆种意向种植面积为 7712.6 万英亩，略低于 2012 年实际种植面
积 7720 万英亩，也远低于市场预期。此前，市场对今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预估区间为 7700-7970 万英亩，
平均预估值为 7939.4 万英亩。
6 月 28 日，美国农业部公布，美国 2013 年大豆种植面积预估为 7772.8 万英亩，略低于此前市场预估
的 7793.3 万英亩，3 月预估为 7712.6 万英亩，2012 年实际种植面积为 7719.8 万英亩；2013 年大豆收割面
积预估为 7691.8 万英亩，2012 年实际收割面积为 7610.4 万英亩。
8 月 26 日，Pro Farmer 在结束中西部作物巡查后称，受作物生长滞后以及 8 月干燥天气损及单产前景
影响，美国玉米和大豆产量料低于政府预估数据，但产量仍将创纪录高位，因夏季气温较高且播种面积较
大。Pro Farmer 预计 2013 年美国大豆产量为 31.58 亿蒲式耳，单产为 41.8 蒲式耳/英亩，均低于美农业部
的 32.55 亿蒲式耳和 42.6 蒲式耳/英亩。这些预测的提前是 9 月天气正常。大豆产量数据下调的部分原因
在于收获面积低于预期，在衣阿华州、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许多耕地并未如期种植上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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