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押注 11 月报告 粕类尝试多单 

 

 

 

 

 

 
 

 

 

 

 

 

 

 

 

 

 

 

 

 

 

主要内容： 

 外盘大豆因出口数据利多以及对 11 月单产预估下调美豆企稳

反弹。国内方面，10 月末以来豆粕的成交火爆情况仍在持续，

据市场消息，10 月 31 日油厂豆粕成交 53.37 万吨，11 月 1 日

以远期基差成交为主，在远期基差+50/60 的情况下成交 87 万

吨，成交异常火爆。华北地区豆粕供应偏紧的局面仍末缓解，

后市美豆关注农业部月度报告，国内豆粕因 11月到港开机，基

差有压力，整体期货盘面震荡偏强。 

 资金与预期：CFTC 资金本周增持 11000手多单，豆油资金增持

净多单 2000 手。显示在 USDA11 月报告前，多单开始押注利多

单产数据。 

 操作策略：外盘单产有继续调整的可能，盘面逐步将体现。建

议逢低建立多单，进场 2780-2810，止损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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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趋势建议 

 
品种 方向 收盘价格 趋势开始时 当前技术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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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支撑 阻力 

M1801 震荡 2786 2600 2750 2900 

Y1801 震荡 6082 6500 5900 6300 

P1801 震荡 5616 5500 5400 5750 

 

注：趋势是指未来一周以上的价格判断， 

其中，震荡：预计未来一周价格高点/低点相对于上周五的收盘价波动不超过 3%； 

上涨/下跌：预计一周价格高点/低点相对于上周五的收盘价上涨/下跌超过 3%； 

 

二、 行情与数据 

1、行情回顾与展望 

外盘大豆因出口数据利多以及对 11月单产预估下调美豆企稳反弹。国内方面，

10月末以来豆粕的成交火爆情况仍在持续，据市场消息，10月 31日油厂豆粕成

交 53.37万吨，11月 1日以远期基差成交为主，在远期基差+50/60的情况下成

交 87万吨，成交异常火爆。华北地区豆粕供应偏紧的局面仍末缓解，后市美豆

关注农业部月度报告，国内豆粕因 11月到港开机，基差有压力，整体期货盘面

震荡偏强。 

资金与预期：CFTC 资金本周增持 11000 手多单，豆油资金增持净多单 2000 手。

显示在 USDA11月报告前，多单开始押注利多单产数据。 

操作策略：外盘单产有继续调整的可能，盘面逐步将体现。建议逢低建立多单，

进场 2780-2810，止损 2760。  

2、数据与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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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大豆供需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  大陆期货 

大豆市场供给： 

大豆9月实际到港750

万吨，10月到港700万吨，

当前大豆港口库存680万

吨，到港压力大豆豆粕压

力增加。 

图表 2 南美天气 

 

数据来源： NOAA  大陆期货 

南美天气： 

  6日天气展望：  

南美天气转为湿润，

整体利于大豆播种。 

 

图表 3  北美降雨 

 

数据来源： NOAA 

北美降雨： 

未来6日降雨偏偏少，

利于大豆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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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国内油厂现货压榨利润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国内油粕需求 

现货压榨利润上周上

升至90，吸引油厂开机率

回升。 

图表 5 豆粕需求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豆粕需求： 

据农业部数据显示，2017

年 9 月份能繁母猪同比减

少 5%；生猪存栏下降

0.8%，均比上月降幅增加。

环保影响下，近期猪价上

涨部分养殖户压栏，三季

度生猪供需整体维持紧平

衡格局 

图表 6  豆粕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豆粕库存： 

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

粕总库存量 60万吨，较上

周的 77万吨下降，由于下

周油厂开机率预计变化不

大，而油厂提货量将继续

增加，预计豆粕库存量将

继续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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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豆油成交量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豆油库存： 

豆油周度库存158万

吨，环比上周增加3万吨。 

图表 8 CFTC 大豆基金持仓与 CBOT 价格 

 
数据来源： CFTC  大陆期货 

CFTC大豆基金持仓： 

CFTC；本周 cftc持仓大豆

增持净多单减持 11000，

多头占比占总持仓 0.12，

环比小幅下降 

   

 

图表 9  CFTC 大豆油基金持仓与 CBOT 价格 

 

数据来源： CFTC  大陆期货 

CFTC大豆油基金持

仓： 

本周 cftc 持仓大豆油增

持净多单，多头占比占总

持仓 0.19，环比小幅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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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 

 

数据来源： MPOB  大陆期货 

棕榈油供给： 

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

9月因单产回升，回升至

177万吨，供给同比增加3%

低于上年度。 

 

图表 11 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 

 

数据来源： MPOB  大陆期货 

棕榈油库存 

9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受到

产量上升，出口减少影响，

库存上升至 202万吨。 

图表 12  国内棕榈油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棕榈油需求及库存： 

当周，国内港口食用棕榈

油库存总量 45万，较上周

持平。当前棕榈油库存已

有恢复性增长迹象，但棕

榈油货权集中导致价格偏

强，预计后期国内棕榈油

库存将逐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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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号明申中心大厦 26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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