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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豆供需平衡分析及展望 

(一)国产大豆产量 

政府促进的镰刀弯地区推行大豆玉米轮种，减少非优势产区玉米

播种的政策，华北夏播玉米改种大豆，预计2016/17年度国产大豆产量

预计为1000万吨，与上月持平。2017年东三省计划调减1600万亩玉米

种植面积，预计全国范围大豆面积增加2000万亩，大豆增产约300万吨，

展望2017/18年度国产大豆产量1300万吨，较上月上调180万吨。 

（二）大豆进口情况分析 

根据船报预期，预计5月份进口大豆约850万吨，同比上涨10.72%，

累计同比上涨9.32%。预估2016/17年度进口量8500万吨，与上月持平。

考虑到近年大豆进口量增速放缓，且需求趋于饱和，展望2017/18年度

大豆进口量为8600万吨，较2015/16年度上涨100万吨，与上月持平。 

海关总署发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4月份中国进口大豆

802 万吨，比 2017 年 3 月份上涨 26.7%，同比增加 13.43%。2016 年

10 月到 2017年 4 月期间中国大豆进口总量为 4949.82万吨，去年同

期累计为 4537.69 万吨，累计同比增加 9.08%。2015/2016年度大豆进

口量为 832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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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大豆分月进口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注：红色部分为为装船预期及估计值 

从我国4月份进口大豆情况来看，主要来源国为巴西、美国、阿根

廷，进口量分别为615.03万吨、177.71万吨以及5.6万吨。 

图 2：美湾大豆进口成本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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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6月5日，7月美豆进口成本为3128元/吨；8月美豆进口成本为

3152元/吨。7月美豆连盘压榨利润为-38元/吨；8月美豆连盘压榨利润

为-53元/吨。 

图 3：美湾大豆现货压榨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食用消费 

预计2016/17年度大豆食用消费量达到1300万吨，与上月持平。

2017/18年度食用消费较2015/16年度增长80万吨，达到1380万吨，与

上月持平。 

（四）压榨量 

预计2016/17年度国内大豆压榨量预估为7800万吨，与上月持平。

豆粕饲用消费年增长4.5%，压榨量年增长3.8%，预计大豆压榨量8100

万吨，较上月上调100万吨，较2015/16年度增长300万吨，与上月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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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总消费 

展望2016/17年度国内大豆总消费为9363万吨，与上月持平。展望

2017/18年度国内大豆总消费9775万吨，较2015/16年度增长412万吨，

较上月增长100万吨。 

（六）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2016/2017年度期末库存为1724.2万吨，与上月持平，库存消费比

为18.38%，与上月持平。展望2017/18年度期末库存为1833.2万吨，较

上月增长80万吨，库存消费比为18.72%。 

图4：2017年5月中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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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豆粕供需分析及价格展望 

图 5：5月份豆粕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一）产量 

本月预估 16/17年度大豆压榨量 7800万吨，豆粕产量 6146万吨；

17/18年度大豆压榨量 8100 万吨，豆粕产量 638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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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豆粕产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二）消费 

今年一季度以来，由于生猪存栏量恢复，且压栏状况较严重，另

外，禽类养殖受政策因素影响，导致淘汰节奏缓慢，存栏偏高，整体

饲料需求相对较好。从大豆进口数据上看，截止4月份，16/17年度累

计进口大豆4957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9.2%。结合本年度豆粕对

其他蛋白原料的替代状况，本月预估16/17年度饲用消费量5980万吨，

环比增长7%。17/18年度饲用消费量6250万吨，环比增长4.5%。 

图 7：豆粕消费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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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出口 

截止4月份，16/17年度累计出口豆粕56.7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34%。二、三季度为豆粕出口高峰，预计出口量将有所上涨，本月

预估16/17年度豆粕出口130万吨。 

图 8：豆粕进出口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四）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经调整，预计16/17年度豆粕期末库存664万吨，库存消费比10.87%；

17/18年度期末库存671万吨，库存消费比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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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豆粕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豆油供需平衡分析及展望 

（一）压榨量及产量 

2016/17年度大豆压榨量预估为7800万吨，豆油产量为1443万吨，

均与上月持平。展望2017/18年度大豆压榨量为8100万吨，豆油产量为

1498.5万吨，较上月增长18.5万吨。 

（二）豆油进口情况分析 

2016/17年度豆油进口量预估为80万吨，与上月持平。展望2017/18

年度豆油进口量为700万吨，与上月持平。 

2017 年 4 月豆油进口量为 53161.81 吨，环比上涨 96.87%，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累计豆油进口量较去年累计进口量同比下降

16.85%。总体预估 16/17年度豆油进口量预估为 80万吨，与上月持平。

展望 2017/18年度豆油进口量为 700 万吨，与上月持平。从我国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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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份进口豆油情况来看，主要来源国为美国、巴西以及俄罗斯，

进口量分别为 29826.09 吨、10000 吨以及 6632.14 吨。 

图 10：中国豆油分月进口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注：红色部分为为装船预期及估计值 

截止 6 月 5 日，巴西 6、7、8、9 月豆油进口成本为 6932 元/吨、

6813 元/吨、6665 元/吨、6681 元/吨。巴西 6、7、8、9 月豆油进口

利润为-902元/吨、-783元/吨、-635 元/吨、-651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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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巴西豆油进口成本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图 12：巴西进口豆油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豆油消费情况分析 

截至5月29日，油厂豆粕库存108.6万吨，较上周增加7.2万吨；豆

油库存不变，仍为121万吨，棕榈油库存56.5万吨，较上周较少4.5万

吨。从目前的到港情况来看，大量的巴西大豆将很快压榨，对油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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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压力仍不容小觑。 

由于厄尔尼诺的影响，棕榈油主产国马来西亚及印尼棕榈油产量

处于偏低水平，国内库存较低，然而进入3月份之后，棕榈油进入增产

周期，但棕榈油产量增幅却低于市场预期，导致豆油和棕榈油价差持

续缩小。目前FOB豆油和棕油价差仅在40美元/吨左右，远低于100美元

/吨以上的历史均值，而国内24度棕榈油与四级豆油价差已缩至-55元/

吨，这使得豆油抑制了棕榈油消费。另外，由于菜油国储拍卖，使得

菜豆的现货价差急剧缩小，令豆油挤占了部分菜油消费。 

图13：全国豆油油厂库存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四）总消费 

2016/2017 年度菜油及棕榈油供应偏少，且豆棕价差收窄，豆油

消费预期较好，本月预计 2016/17 年度豆油消费为 1562万吨，与上月

持平。考虑到整个油脂需求没有明显增长，展望 2017/18 年度豆油消

费为 1562万吨，与上月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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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2016/17 年度期末库存展望为 181.2 万吨，与上月持平，库存消

费比为 11.6%，与上月持平。展望 2017/18 年度期末库存为 187.7 万

吨，较上月增长 18.5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2.01%。 

图 14：2017 年 5月豆油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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