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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度行情回顾 

1、期货行情回顾 

2 月份，豆油主力 1805 合约先抑后扬，在 5560 一线附近受到支撑后反弹，

持仓环比减少 13.1万手；棕榈油主力 1805 合约跌破前期低点，创新低 5050 后

震荡反弹，收复月初跌幅，持仓环比减少 9 万手。 

图 1：豆油、棕榈油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2、现货行情回顾 

2 月份，国内豆油现货价格整体震荡偏强，沿海一级豆油现货平均价

5,691.67 元/吨，与上月相比增加 66.67 元/吨，沿海四级豆油现货平均价

5,648.95 元/吨，与上月相比增加 57.37 元/吨；国内 24 度棕榈油平均价为

5,240.00 元/吨，与上月相比增加 66.67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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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豆油现货价格图                         图 3：棕榈油现货价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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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数据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数据  国元期货 

3、行业要闻 

    （1）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压榨周报显示，过去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提高，

也高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主要受益于豆粕价格近期大幅上涨。截至周五（2月23

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为每蒲式耳2.26美元，一周前是2.25美元/蒲式

耳，去年同期为1.22美元/蒲式耳。 

（2）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2 月 15 日的一周，

美国 2017/18 年度大豆净销售量减少了 109,100 吨，创下年度新低，显著低于

上周以及四周均值。 

（3）周二船运调查机构ITS的数据显示，2月份头20天的棕榈油出口量为

791,992吨，比上月同期的727,958吨提高8.8%。 

（4）加拿大农业暨农业食品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19年度加拿大谷物

和油籽播种面积预计达到创纪录的2810万公顷，比2017/18年度增加4%；报告还

显示，加拿大谷物和油籽总产量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8700万吨，比2017/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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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3.6%。 

三、供需分析 

1、美豆市场分析 

阿根廷天气干燥影响大豆产量，助推 2 月份的豆类市场价格大幅攀升，目

前阿根廷旱情逐步加重，大豆单产潜力仍可能下滑，各大机构已经将阿根廷大

豆产量预期大幅调低至4600-4700万吨，远低于美国农业部上月报告预期的5400

万吨，目前来看，还可能进一步降低，支撑豆类市场价格维持强势。 

美豆出口疲软，将限制美豆市场价格涨幅，美国农业部周度出口销售报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 2 月 15 日的一周，美国 2017/18 年度大豆净销售量减少了

109,100吨，创下年度新低，显著低于上周以及四周均值。 

图 4：美豆收割进度（%）                      图 5：美豆周度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2、国内油厂开机及压榨情况分析 

节后，油厂开机处于恢复阶段，截至 2 月 23 日当周，国内油厂开机率大幅

下降，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251300 吨，周比下降 69.91%，当周大豆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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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为 7.36%，周比减少 49%。加上 2、3 月大豆到港量低于预期，亦影

响节后初期油厂开机率，豆油库存继续下滑，豆油库存压力得到一定释放，支

撑短期价格，目前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预计为 145万吨左右，虽然较历史高

位 170 万吨降 25 万吨左右，但仍远高于去年的 111 万吨。 

图 6：全国大豆压榨量及压榨开机率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3、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产量、进出口情况 

2 月份，马来棕油产量环比下滑，出口处于增加状态，预计棕榈油 2 月库存

继续下降，给马盘市场带来利多支撑。 

马来西亚 2 月棕榈油产量环比下滑，因 2 月份工作日缩短，同时符合季节

性趋势。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MPOA)公布的数据显示，1-20 日产量较前月下滑

6.4%。 

从出口数据看，周二船运调查机构 ITS 的数据显示，2 月份头 20 天的棕榈

油出口量为 791,992 吨，比上月同期的 727,958 吨提高 8.8%。另一家船运调查

机构 SGS的数据显示，2 月份头 20 天的棕榈油出口量为 815,183 吨，比 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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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 744,706吨提高 9.5%。出口增加，对棕榈油市场价格形成支撑。 

图 7：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                  图 8：马来西亚棕榈油期末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图 9：马来西亚出口数量                   图 10：进口马来西亚棕榈油装船数量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4、国内棕榈油库存变动情况 

全国棕榈油港口库存量在缓步增长，截止周五，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

总量 64 万吨左右。与此同时，因 2、3月进口有利润，买家采购积极性较高，2

月份 24 度棕榈油到港量在 20 万吨左右，3 月份 24 度棕榈油到港量在 25-30 万

吨左右。由于进口量仍大于需求，预计后期国内棕榈油库存仍可能缓慢回升。 

图 11：国内棕榈油库存年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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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5、豆棕价差分析 

豆-棕价差的季节性规律明显，据统计，国内豆油、棕榈油现货价差年内呈

不规则 U形走势，即 1—5 月价差趋向缩窄，5—6 月价差低位运行，7—12 月价

差逐渐攀升，直到次年 1月达到高点。豆棕盘面价差通常在 8—9月为历史高点，

此后逐渐回落，1—5 月价差处于相对低位。 

目前现货价差为 408 元/吨，远低于正常 800-1000元/吨的水平，将对棕榈

油勾兑用量也将形成抑制，买家大多转向采购豆油，棕榈油需求量明显低于豆

油。 

图 12：豆油-棕榈油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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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分析 

豆油：国际方面，阿根廷大豆产区的高温干燥天气，加上美国农业部周五

预计 2018 年美国大豆产量将会低于上年，大豆期末库存预计减少，将支撑美豆

价格走势偏强；国内方面，目前油厂开机处于恢复阶段，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

榨总量大幅下降，大豆压榨产能利用率大幅减少，豆油库存继续下滑，豆油库

存压力得到一定释放，将支撑短期价格震荡偏强，但目前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

量预计为 145 万吨左右，仍处于较高水平，一定程度限制价格涨幅。 

棕榈油：国际市场，2 月份马来棕油产量环比下滑，出口处于增加状态，预

计棕榈油 2 月库存继续下降，给马盘市场带来利多支撑；国内来看，春节期间

大部分工厂停机放假，油厂开机率大降，而 3月大豆到港仅 670万吨，低于预

期，棕榈油短线或震荡反弹；但豆油库存仍处于多年高位，棕油库存也在缓慢

增加，预计后期国内棕榈油库存仍可能延续缓慢回升，将拖累棕榈油反弹空间。 

五、豆油/棕榈油技术分析 

图 13：豆油主力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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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豆油主力 1805 合约先抑后扬，在 5560 一线附近受到支撑后反弹，

反弹过程中整体伴随减仓，且 MACD 指标位于 0轴之下，显示反弹力度较弱，预

计短期维持 5600-6000 区间震荡的概率较大，建议区间操作为主。 

图 14：棕榈油主力合约日 K线图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国元期货 

2 月份，棕榈油 1805 合约创新低 5050 点后震荡反弹，完全收复月初跌幅，

期价在上行过程中伴随减仓，表明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动能，短期继续弱势反弹

预期，关注近期高点 5400 区压力，支撑 5100。操作上，等待回调支撑可轻仓试

多，下破止损。 

六、CFTC 资金持仓分析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的持仓报告显示，过去一周基金在

芝加哥豆油期市上大幅增持净空单。截至 2018 年 2 月 20 日的一周，投机基金

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豆油期货以及期权部位持有净空单 27,135 手，比

一周前的 13,630 手增加 13,505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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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目前持有豆油期货和期权的多单 71,321 手，上周 70,740 手；空单

92,817 手，上周 76,572 手。豆油期货和期权的空盘量为 540,168 手，上周为

498,111手。 

图 15：CFTC大豆基金持仓（千手）             图 16：CFTC豆油基金持仓（千手） 

  
数据来源：Wind 数据  国元期货                           数据来源：Wind 数据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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