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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油：波段涨幅可能放缓，中期趋势依然向上 

内容提要： 

1、国内库存降幅明显，后期或在低位徘徊 

近月以来，库存消化速度明显提高，9 月份预报维持 8 月份进口量，

而节前备货活动收尾，预计消费需求转弱，棕榈油库存可能止降小幅回

升，10 月份进口量减少，库存或再度呈现稳中略降过程。 

2、棕榈油发挥替代品作用 

    在国内豆油供给不明以及菜油价格高企的情况下，棕榈油明显是最

好的替代品。 

主产国棕榈油产量增速或将放缓 

    按照生产季节性，3—10 月份棕榈油处于增产周期，但从历史的产

量数据来看，9 月的产量有停滞甚至下滑的趋势。 

策略方案： 

操作策略  套利操作策略 跨期套利 

操作品种合约 
P2001 操作品种合约 P2001&p2005 

操作方向 多 操作方向 正套 

入场价区 4800-4860 入场价区 -200—-170 

目标价区 5000-5200 目标价区 -100—-30 

止损价区 4730 止损价区 -240—-220 

 

风险提示： 

1、天气异常；2、中美贸易；3、生物柴油政策；4、宏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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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波段涨幅可能放缓，中期趋势依然向上 

    回顾八月份走势，p2001 合约涨幅一度超过 500 元/吨，从路径上看，八月上旬走势强势，中旬和

月末均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预计九月份整体趋势依然向上，考虑到备货行情快接近尾声，后期上涨

幅度或放缓。                                                                                  

第一部分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内库存降幅明显，后期或在低位徘徊 

棕榈油库存开年以来逐步走高，5 月底达到历史同期峰值，接下来随着需求渐渐回暖，库存开始

下降。近月以来，库存消化速度明显提高，2019年 7 月中国棕榈油进口量达到 62.79 万吨，环比增加

47.16%，从历史进口数据来看，近 3 年 8 月份棕榈油进口环比为正，近 5 年 8 月进口量环比增加平均

值接近零，预计 8 月份棕榈油进口 63 万吨左右，而截止到 8 月 20 日，棕榈油全国商业库存较 7 月末

下降了 16.8%。去库存效果显著主要得益于国内油脂备货的需要。 

图 1：棕榈油商业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天下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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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布数据，2019 年 7 月份我国植物油进口量为 92 万吨，比上个月增加 15%，同比增长

80.39%，远高于 3 年同期平均值。1-7 月我国累计进口植物油 491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49.7%。其

中 7 月份棕榈油进口 50 万吨，比上个月增加 61.29%，比去年同期增加 117.39%，占当月进口食用植

物油量的 54.35%。 

植物油中占比最大的棕榈液油（19-24℃）在 1-7 月份进口情况表现凸出，比 2018 年增加一半，

近 100 万吨。根据天下粮仓数据显示，8 月棕榈油到港量为 62 万吨，其中 24度 50 万吨，继续保持高

位，工棕 12 万吨。9 月份棕榈油预报进口 62 万吨（其中 24 度 50 万吨，工棕 12 万吨），较上周预估

值持平，10 月进口量预计 52 万吨（其中 24 度 40 万吨，工棕 12 万吨）。8 月份进口量为 50 万吨，

处于偏高水平，同时节前备货促使需求端消费增加，因此库存延续下降趋势。9 月份预报维持 8 月份

进口量，而节前备货活动收尾，预计消费需求转弱，棕榈油库存可能止降小幅回升，10 月份进口量减

少，库存或再度呈现稳中略降过程。 

 

图 2：棕榈油进口量

 

数据来源：海关 天下粮仓 

二、棕榈油与其替代品 

中美贸易战跌宕起伏，中方加征美国大豆关税，打击美国大豆的的出口前景，同时令国内缺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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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口源。对于地球另一边的棕榈油供应商来说，却是意外之喜，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表示，自 10

月份起的一年内中国可能进口创纪录的 670 万吨棕榈油。自美国进口的大豆成本上升，中国贸易商将

会减少自美国进口，转向巴西、俄罗斯等国家进口，然而变换供应商需要较大的时间成本，所以短期

内来看，国内大豆供应将会减少；除了贸易战的影响，非洲猪瘟导致国内生猪存栏量锐减，预期豆粕

等饲料的需求量下降，意味着用于生产豆粕的大豆压榨意愿降低，其副产品豆油的产量也随之下降。

国内豆油供应缩减，由此导致市场对其替代品需求的增加，因为棕榈油价格相对豆油和菜籽油来说，

是比较便宜的，所以预期未来对棕榈油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 

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豆油价格在两年来高点附近徘徊，豆油和棕榈油价格之间的价差不断扩大，

目前，豆油棕榈油价差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高价差将继续刺激更多的棕榈油进口，7 月份中国棕

榈油进口量达到 62.79 万吨，环比增加 47.16%，远超市场预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称，由于价格优势，

2019 年 1-7 月份中国的棕榈油消费量增长了 20%以上。 

图 3：豆油棕榈油连续合约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八月份，三大油脂国内现货价格有不同幅度的上涨，棕榈油和豆油上涨幅度较大，菜油上涨幅度

相对较小，但菜籽油价格仍居于榜首，豆油次之，棕榈油价格最低，所以棕榈油依然很有竞争优势，

豆粽现货价差 8 月上中旬继续扩大，8 月下旬略有收窄，整体来看，8 月豆粽价差扩大，且处于历史

同期最高水平，所以相对于豆油，棕榈油更加有吸引力；菜棕现货价差 8 月份略有收窄，但由于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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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对于棕榈油价格依然很高，所以菜棕现货价差收窄影响不大。在备货行情期间，棕榈油的需求

量更大一点，棕榈油库存有下行趋势，需求增加则相应的会抬升期价。 

图 4：国内三大油脂现货价差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图 5：国内三大油脂库存

数据来源：WIND 

三、主产国棕榈油 8 月产量增速预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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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7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1,524,063 吨，较 2018 年同期的 10,423,720 吨，

增长 10.56%。其中二季度产量略有下滑，环比下降 2%。7 月份产量为 1,738,356 吨，同比增加

15.64%，环比增加 15.06%。同比增长为历史同期峰值，环比增长也是历史同期较高水平。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规律可知，历年 8 月份棕榈油产量同比增速一般都处于 10%以下，甚至为负

值；对于环比变化，2019 年 1 月-7 月的环比变化与 2017 和 2018 年的变化高度一致。再结合

SPOMMA 发布的 8 月数据：8 月 1-5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比 7 月同期降 20.37%；8 月 1-10 日

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比 7 月同期增 4.21%；8 月 1-15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比 7 月同期降 3.4%；

8 月 1-20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比 7 月同期降 4.93%，单产降 7.72%。根据历史数据的规律以及

西马南方棕油协会已公布的数据，8 月份产量环比增速和同比增速有很大概率会下降。 

按照生产季节性，3—10 月份棕榈油处于增产周期，但从历史的产量数据来看，9 月的产量有停

滞甚至下滑的趋势。结合对 8 月产量的预期，可以进一步推断马来西亚 9 月份棕榈油产量将基本保持

8 月份水平或者环比下降。 

图 6：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

数据来源：WIND 

图 7：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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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图 8：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环比

数据来源：WIND 

2019 年 7 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为 1,485,216 吨，环比增长 7.37%，同比增长 24.11%。7 月



市场研报★棕榈油月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份出口量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但是就 2019 年当年的月度出口量来说，7 月份的出口量处于较低水

平。三大船运机构发布数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8 月 1-25 日棕榈油出口

量为 1,379,471 吨，较上月同期增加 19.9%；船运调查机构 ITS 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8 月 1-25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1,365,033 吨，较上月同期增加 18.0%；船运调查机构 AmSpec Agri 公布的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 8 月 1-25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1,365,258 吨，较上月同期增加 21.5%。2019 年整体出口情况表

现较好，处于历年同期较高水平，再结合三大船运机构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8 月份出口增速将远超

过过 7 月。7 月份出口量在本年来看并不高，说明 8 月和 9 月出口量或将放大，8 月份出口量预期增

幅巨大，那么 9 月份预期增幅将较 8 月份回落。 

图 9：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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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图 11：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环比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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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7 月底，马来西亚库存为 2,391,677 吨，为今年录得的最低库存量。由于 2018 年年

底留存的库存量巨大，导致 2019 年到目前为止每月末的库存都录得历史最高，但库存有下降的趋势。

虽然目前仍处于增产周期，根据前文对马来西亚 8 月份和 9 月份产量的预期分析，以及出口情况的分

析，可以看出 8 月末库存有望再创今年新低。 

图 12：马来西亚棕榈油期末库存量

数据来源：WIND  MPOB 

 

棕榈油头号生产国印度尼西亚 2019 年 1 月-6 月的棕榈油生产量合计 2592.4 万吨，同比增加

16.13%，其中 6 月份的产量达到 398 万吨，环比减少 15.82%，符合之前的预测方向，与历史规律较

为契合，不过 6 月产量降幅很大，逼近 2018 年同期的产量。按照以往的历史产量数据，印度尼西亚

2019 年 7 月份产量预计恢复到 5 月的水平，8 月份产量预计小幅下滑，9 月份的产量预计小幅上升。

总体来说，印尼棕榈油月度产量在增产周期内呈现一个涨跌交替式上扬的过程，预期 9 月份产量增幅

与往期同期平均水平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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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印尼棕榈油产量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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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面分析 

2019 年 8 月份棕榈油合约总持仓量呈下降趋势运行，8 月末的总持仓量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

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棕榈油持仓量波动较为剧烈，由于棕榈油前景较为看好，预期 2019 年 9 月份

棕榈油持仓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 

图 17：棕榈油相关合约总持仓量

资料来源：WIND  

图 18：棕榈油合约前二十名多空持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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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五、技术分析 

从技术面来看，棕榈油价格一个月内已经上涨逾 600 元/吨。P2001 合约目前面临重要的支撑位 4860

元/吨，若可以守住支撑位 4860 元/吨，则大概率继续反弹向上，若下破 4860 元/吨且收稳，则很大可

能进行盘整，盘整区间 4730-4830 元。 

图 19：P 2001 合约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交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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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展望 

由于每年的第三季度都处于棕榈油的增产周期，未来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总供给预

期增加，但增幅或放缓。生物柴油发展迅速，马来西亚生物柴油 2019 年产量和出口量有望创历史新

高，印度尼西亚基于棕榈油的生物柴油消费预期增加，这都将继续刺激棕榈油的需求，有利于缓解棕

榈油产国库存压力。 

8 月份国内油脂备货需求增加，棕榈油库存降幅明显，供应压力明显减少。随着备货活动结束，

我国国内棕榈油库存有维稳或回升的可能。由于中美贸易战或将持续，美豆受到打压，使国内豆油供

应堪忧，有利于国内棕榈油需求。9 月份国内棕榈油整体价格预期震荡上涨，由于中美贸易的反复性

和不确定性，棕榈油上涨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 

 

第二部分操作策略 

1、日内与短线操作 

相对于豆类，棕榈油不仅日间行情延续性较强，日内波动幅度也很可观。从日内来说，可以根

据技术图形分析进行交易，将 K 线图调整时间跨度较小的 5 分钟或是 10 分钟。结合 MACD 等技术

指标，在期价立足于系统均线之上时可短多，止损设为低于建仓价的 0.3%，当期价严重偏离系统均

线时及时获利了结，当期价运行系统均线之下时可短空，止损设为高于建仓价的 0.3%，同样当价格

严重偏离均线系统时离场。在进行日内交易时，个人建议以短线趋势方向操作为主，以高频度的操

作获得更多的盈利。 

对于一般投资者，建议轻仓进场，严格止损，盈亏比建议 1.5：1。 

2、中长线交易操作 

根据基本面分析，预期棕榈油价格未来是震荡上行。从技术面来看，p2001 合约处于上行通道，

目前处于回调，测试下方支撑位 4860 元/吨，可在 4860 附近轻仓做多，若期价跌破 4860 元/吨，则在

4770-4800 元/吨区间内择机加仓，止损 4730 元/吨，看向 5200 元/吨。 

    3、套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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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期套利 p2001&p2005，价差将会逐渐扩大，此套利建议中长期持有。投资建议：多 p2001 合约，

空 p2005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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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p2001-p2005 跨期套利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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