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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产业链分析

主旨导读

玉米，作为家喻户晓的一大农产品，今年在期货市场可谓是占足了 C 位。自去年 12月

中旬之后，期货价格持续走强，玉米指数由 2563 元/吨涨至最高 2915 元/吨，涨幅超

过 10%。今年一季度，我国玉米现货价格整体呈快速冲高，虽然近期有震荡回落的趋势，

但相较去年同期，仍处于高位水平。

而随着玉米价格的不断攀高，下游饲料企业放弃玉米投向小麦的怀抱，加之今年进口

玉米的增多，2020/21 年度所预期的产需缺口预期被补足。刺激玉米快速上涨的因素逐

步被消化，三季度玉米是否大势已去？

今天，来聊聊玉米的“前世今生”。

来源：博易大师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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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和往期介绍过的另一种品种豆粕（《豆粕——产

业合约解读》）都是非常重要的饲料原料，其中玉米在配合饲料中所占比重可达到 60%

左右。

玉米的营养价值较高，是优良的粮食作物，玉米籽粒中含有 70-75%的淀粉，10%左右的

蛋白质，4-5%的脂肪，2%左右的多种维生素，是畜牧业、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等的重

要饲料来源；也是食品、医疗卫生、轻工业、化工业等的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以玉

米为原料制成的加工产品有 3000 种以上；由于玉米资源极为丰富、廉价且易于获得，

它们还具有许多生物活性，如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提高免疫力和抑菌杀菌等，

其具有广阔的开发及应用前景。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玉米产业链环节多样，包括玉米种植生产、玉米加工、玉米及其加工产品流通、

玉米及其加工产品消费几大环节。其中，种植生产、淀粉加工、酒精加工、饲料加工

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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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玉米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作物之一，其播种面积以北美最多，其次为亚洲、拉丁美洲、

欧洲等。中国的玉米栽培面积位居世界首位，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目前美国、中国、巴西、阿根廷是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多的四大国家，数据显示，

2020 年四个国家累计产量占全球玉米产量 68%。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虽然 2020 年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为 3.47 亿

吨，相比 2019 年下降了 5%左右。

2011-2020 年全球玉米主产国产量情况（单位：百万吨）

来源：USDA

我国玉米生产区域广泛，目前我国的玉米产区主要位于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加上西

南地区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玉米种植带，这一地区集中了中国玉米种植总面积

的 85%，其中吉林、河北、山东的种植面积均在全国种植面积的 10%以上。

我国主要玉米种植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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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上公开资料整理

作为世界第二大玉米生产国，我国玉米生产产量从 2014 年开始大幅增长后到 2017 年

逐渐趋于平稳，2020 年产量为 2.61 亿吨，相比去年上涨了 1%，没有受到疫情太大影

响。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5 月预计，2021 年玉米播种面积为 4263 万公顷，同比增加

3.3%。主要原因是政策支持以及农民种植意愿较强，许多种大豆的农户因为玉米预期

利润较高而转种植玉米。玉米产量预计将增至 27200 万吨，同比增加 1133 万吨，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

2011-2020 年中国玉米产量情况 （单位：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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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近期现货市场方面，玉米现货价格小幅上涨，华北地区深加工收购价格涨幅明显。其

主要原因是受华北地区气候影响，阻碍深加工到货车辆，各大深加工企业由于比较缺

粮，为了避免影响后期的正常开机生产，纷纷提高收购价。除此之外，东北地区农户

忙于春耕，此前的趴地粮销售殆尽。

消费

玉米主要用于食用、饲养、工业加工以及种用方面，其中饲养所占比例最大，因此玉

米又被称为“饲料之王”，包括其茎、叶、穗都是很好的饲料原料。

纵观全球玉米消费量，2016-2017 年度消费量大幅增长，消费量超过 10 亿吨，同比 15

年增长 10%，之后平稳上升。截止 2021 年 4月，USDA 报告显示，全球玉米国内消费预

估为 11.56 亿吨，环比增加 4.42 百万吨。

2010-2019 年全球玉米消费量（单位：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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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玉米的主要消费国及地区与主产国大多一致，美国、中国、巴西都是世界玉米主产国

之一，印度玉米国内生产不多，而阿根廷国内玉米消费不多。2019 年这两个国家的玉

米消费量分别在 2900 万吨和 1500 万吨。而中国的消费量自 2012 年开始稳步上升，到

2019 年消费量达 2790 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24.6%。

根据 USDA 显示，美国 2021 年 4 月玉米消费预估为 307.35 百万吨，中国预估为 289 百

万吨，环比尚无太大变化变化。未来随着全球玉米加工产业的发展，对玉米消费的需

求还会不断上升，产需之间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我国作为玉米消费大国，玉米消费近十年保持稳定增长，其中 90%以上的玉米消费都用

于饲料生产和工业加工消费。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消息，预计 2021/22 年度玉米饲

料消费及损耗为 19200 万吨,同比增加 500 万吨，增幅约 2%，而由于国内生猪养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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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呈现向好态势，整体饲料需求预计继续回升, 拉动玉米饲料消费增长。工业方面

预计 2021/22 年度玉米工业消费 7900 万吨,同比增加 100 万吨，增幅 1.3%。

2010-2019 全球主要国家玉米消费情况（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USDA

进出口

1. 进口

随着我国生产技术的提高，玉米对外依存度逐渐下降，但受到国内外价格的影响，对

进口玉米仍有相当的需求。受到加工业对玉米日益增长的需求，自 2009 年以来，我国

玉米进口量不断增加，已由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到 2019 年我国玉米进口量

为 479.06 万吨，较去年上涨 36.1%。

2020 年以来我国玉米进口量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同比 2019 年增长了 135.91%。受 2020

年疫情爆影响，部分玉米深加工企业停工或限产，对于玉米的消费需求减少。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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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新粮上市之前，东北受到台风灾害造成一定程度的减产，玉米价格大幅上涨，

下游饲料企业无法接受高价玉米，转而大量采购进口玉米或替代品。

2021 年一季度受国内供应短缺，玉米价格上涨影响，一季度中国玉米进口量激增。

2011-2020 年中国玉米进口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 出口

我国玉米出口量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自 2012 年以来我国玉米的出口量呈“断崖式

“下滑，背后大部分原因还是一方面，我国玉米主要用于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

面，我国玉米价格较高，缺乏国际竞争力。

到 2017 年，我国玉米出口量为 1.9 万吨，而同年玉米进口量高达 282 万吨，之后玉米

出口量趋于稳定，玉米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大，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农业处于的

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阶段，玉米供给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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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1 年中国玉米出口量

数据来源：USDA

影响因素

1. 替代品价差

由于，玉米涨幅较大，导致饲料企业原料成本加大，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大部

分企业就会考虑替代品。例如，今年小麦和玉米价格倒挂严重，一般来说，当小麦价

格低于玉米10％~15％左右，企业就大量用小麦代替玉米作为生产饲料的原料使用。

随着玉米价格和小麦价格差越拉越大，玉米在饲料中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小。比如现如

今，猪饲料玉米用量占比下降到35％左右，鸡饲料更低。玉米价格的不断走高，会导

致饲料企业对玉米的需求逐渐转向小麦，玉米和小麦的价差越大越明显。不过当大多

数人转向购买小麦后，随着小麦的价格越来越高，小麦和玉米之间的价差优势也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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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缩小，最终得到修复。

除了小麦，高粱和价格相对较低的进口玉米也是替代国内高价玉米的对象。

小麦与玉米的价差

图源：博易大师
2. 库存 ：

在一定时期内，玉米的库存水平的高低与其供需情况成反向变化。国内玉米库存具有

季节周期性，一般在年底与年初左右，玉米收获后大批上市，现货充足，但同期玉米

饲料消费则处于低谷，因此在这一阶段玉米库存大大上升；在6-9月时，玉米需求旺盛，

库存逐渐下跌。

目前下游余亩库存偏高，加之收到进出口替代效应明显，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行压力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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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金期货智慧宝

3. 宏观政策

影响玉米的政策有很多，包括1农业政策、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政策、

食品政策等。

玉米作为大宗农产品，当供需出现错配，国家就会出手管控。自2008年，以来国家出

于市场调节的角度对玉米实施临时收储政策，对于玉米库存的调节有了更好的把控。

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也出台了许多文件进行价格管控，如今年5月农业部制定发布了《猪

鸡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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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4. 国际市场

国内外两个市场虽然对玉米的用途和偏好有所不同，通常条件下行情相互影响的效果

和持续相对比较小。本质上国内的供需和国外是不完全等同的，但是从盘面上来看在

市场行情大幅变化的情况下，国内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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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易大师

5. 品种相关性

玉米占生猪成本的60%以上，因此玉米价格对生猪饲养成本具有明显影响。通过相关性

分析可以发现生猪和玉米价格呈负相关，背后的解释是，当玉米价格上涨时，供给端

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判断当前玉米需求旺盛，生猪存栏量较大，这预示着生猪价格

下跌。但是玉米和生猪的相关性非常小，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玉米周期性种植影响了与

生猪价格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对于豆粕而言，玉米总量用于加工为饲料的占比远远

小于豆粕（85%）。

由于生猪和玉米的负相关性也很小，几乎可以不计，因此在考虑影响因素上要更多从

玉米的产能和供需基本面去考虑，而非生猪供需基本面。

玉米生猪豆粕相关性

图片来源：国金期货智慧宝

6. 天气炒作

玉米是一种喜阳、喜湿作物，在生产中期阶段对水分的要求过多。今年由于北方春播

出现倒春寒，很多地无法播种，直接影响了玉米产量。对于目前情况来看，在播种进

度提前以及产地良好天气打压影响下，市场对美豆新作预期乐观，部分机构有上调种

植面积预期，国内现货端也整体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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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细则（基准交割品/交割仓库/升贴水/标准仓单有效期）

1. 交割质量标准

玉米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品质

图片来源：大商所

玉米期货合约质量差异扣价：

图片来源：大商所

2.交割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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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商所

3.交割厂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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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商所

总结：玉米在中短期处于震荡走势，一方面由于猪瘟的反复和养殖利润影响了玉米在

饲用端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进口替代和国产小麦对国内玉米形成的压力，由于玉米现

在还处于播种季节尾端，等五月种植季节结束后再做长期趋势的展望比较明确。国内

玉米期、现市场多空分歧仍在继续，预计玉米期价在多空因素焦灼的情况下，短期内

不易出现单边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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