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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油——产业链分析

主旨导读

菜油可谓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四川家庭每一顿饭都离不开

它。这家家户户熟知的普通品种，在期货市场可谓是“风起云涌”，今年菜油市场涨

势还是风头无两，可以说昨日新高指日可待之势，下一日就愁云惨淡万里凝，那到底

是哪里让他能够如此波动呢？且听产业链的分析。

来源：博易大师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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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籽油俗称菜油，是以油菜籽为原料，压榨所得的透明或半透明状液体，色泽棕黄或

棕褐色。

其原料油菜籽主要用于生产菜籽油和菜籽粕，每吨菜油籽可生产 580-600 公斤菜籽粕、

350-400 公斤菜籽油。

菜油主要用于食用和工业两大部分：菜油含有丰富的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等营养成分能很好地被机体吸收，是人类健康的食用植物油之一；菜籽油的凝结点在

-8℃~ -10℃，远低于其他油脂，是优质的生物柴油。

我国菜油主要以食用为主，占消费量的 90%以上，我国菜油加工、贸易、储藏和消费以

四级油为主，四级菜油贸易量占菜油现货贸易量的 80%以上，四级菜油是现货市场菜油

的基准价格，也是国储和地方储备的标准。

菜籽油产业链上下游关系

来源：网络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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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菜油在世界四大植物油中居第三位，其产量仅次于棕榈油和大豆油。

自 2013 年后全球菜油产量增速有所放缓，菜油产量增幅不大。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2019 年全球菜油产量为 27.9 百万吨，2020 年全球菜油产量 27.64 百万吨，同比下降

1.2%，其背后的原因是全球菜籽产量连续下降，期末库存降至 13年低点，并且疫情小

幅影响了全球菜油的播种情况。

2011-2020 全球菜油产量/来源：USDA

目前，世界菜油主产国有欧盟、加拿大、中国、印度、乌克兰。其中，欧盟和中国产

量增速最快，到 2020 年欧盟产量为 9.24 百万吨 ，同比去年增加 4.3%，占全球产量的

34%；中国产量为 6.24 百万吨，较去年增长 3.3%，占全球产量的 23%。据 USDA 预测今

年全球产量预计达到29.16百万吨，其中欧盟预计生产9.38百万吨，中国预计生产5.97

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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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十大菜油生产国生产情况 / 来源：USDA

中国分为冬季油菜籽(9月底种植，5月底收获)和春季油菜籽(4月底种植，9月底收获)。

冬油菜的面积和产量占 90%以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是我国油菜籽的主产区。春季

油菜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内蒙古海拉尔地区集中。

在长江沿海一带，由于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云雾天多，冬季无严寒，有利于

秋季油菜的生长。其中四川省一直有吃菜籽油的传统，因此，油菜种植面积很大。湖

北油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种植区位于江汉平原和江东。

我国菜籽产量最大的省是湖北，其次是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苏、贵州、江西、

内蒙、重庆、新疆、甘肃、青海、陕西、云南、浙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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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油菜籽种植区域 / 来源：郑商所

长江上中下游沿岸各省市盛产油菜籽是我国菜籽油的主要加工区，其中长江中下游加

工最为集中。

目前，我国菜籽加工行业呈现以下特点：

1.菜籽供应时间短，收购、加工、销售时间比较集中。由于我国菜籽是季节性的生产，

菜油加工企业一般在 6-9 月份集中加工菜籽，多数小型工厂只生产 2-3 个月，只有大

型菜油加工企业可以保持全年生产。

2.国内菜籽加工业布局分散，加工厂规模小、数量多。据统计，我国工商注册的菜籽

加工企业有 2500 家左右，这还不包括各菜籽主产区星罗棋布的小型菜籽作坊企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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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型菜籽加工企业规模多在 100 吨/日以下，加工能力超过 100 吨/日的数量极其有

限。

3.菜油加工企业利润微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一般菜籽收购加工半径在 150 公里

左右，超过这个距离很难保障压榨利润。

4．菜油加工企业加工能力过剩。据估计我国菜油加工能力是产量的 2 倍，加工能力过

剩导致原料不足，企业在菜籽上市季节竞相抢购。没有原料无法生产，有了原料担心

价格风险，因此，我国菜油行业保值需求异常强烈。

菜籽含油率比大豆、棉籽的要高，我国生产的菜籽含油率一般要达到 35%以上左右，出

粕率在 58%-60%之间，而大豆、棉籽的出油率分别仅有 16-18%、15%。

菜油是我国生产的最大的植物油，近年来我国菜籽产量不断增加，菜油产量也在缓慢

增长。2019 年菜油产量为 604 万吨，2020 年为 624 万吨，同比去年增长 3.3%，为全球

第二大产量国。据 USDA 预测我国 2021 年菜油产量预计达到 632 万吨，同比去年预计

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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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菜油以及菜籽产量/ 来源：USDA & WIND

消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菜油总消费量达到 1000 万吨以上，并保持着逐

年上升的趋势。欧盟、中国、印度、美国是世界菜油的主要消费国家，其 2020 消费量

占全球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 28.7%、31.3%、10.3%、9.2%，加拿大是油菜的主产国但是

其国内消费越来越低，去年国内消费进占全球消费的 2.3%。

近年来，世界菜油用量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物燃料行业的需求增加。近

年来欧盟等地区运用菜油生产生物柴油工业的迅速发展，菜油的工业需求势头持续强

劲，使得世界菜油的总消费量增长速度快于食用消费的增长。2020 年度，欧盟消耗菜

油 904 万吨，其中工业消费 670 万吨，工业消费占比 74.1%。而在 20 年前年度，欧盟

菜油工业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还不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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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世界主要国家菜油消费量/ 来源：USDA

我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菜油消费国，消费量常年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25-30%左右。

2001 年以前，菜油在我国植物油消费总量中居第一位，其后，随着大豆、豆油、棕榈

油进口量的增加，菜油国内消费量已退居第三位。

2017 年来我国菜油消费量逐步下降，到 2019 年消费为 814.6 吨，较去年同比下降

2.87%。2020 年我国菜油消费量为 825 吨，较去年同比增长 1.28%，占世界总消费比重

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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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菜油消费量 / 来源：USDA

进出口

进口

中国、美国、挪威、欧盟是世界菜油的主要进口国，2020 年其菜油进口数量分别

为：235 万吨、178 万吨、565 万吨、350 吨，四国菜油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超过 80%。

美国由于菜籽产量较少，每年需进口量 50-70 万吨的菜籽和菜油，而欧盟受生物

柴油需求强劲的影响，菜油进口大幅增加，并由净出口地区转变为净进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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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 10 大菜油进口国/ 来源：USDA

1997 年之前，我国菜油进口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随后，由于国内菜籽价格持续高于

国际菜籽价格，再加上国内市场对菜油的需求相对强劲，我国进口菜油的数量逐年上

升。之后，由于国际菜油成本较高，国内菜油行情不足以支撑高成本的进口菜籽，菜

籽进口开始逐年减少，2003 年菜油进口仅有 16.7 万吨。

自 2012 年后我国菜油进口量飙升，进口 160 万吨，虽然之后几年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所

下降，但 2018 年后，随着我国菜油需求不断增加，菜籽进口数量不断上升，2020 年我

国菜油进口 235 万吨，同比去年增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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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菜油进口值 /来源：USDA

出口

全球菜籽油的出口量缓慢添加，近五年全球菜籽油出口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6.7%%。

2020 年，全球菜籽油出口量为 619.2 万吨。加拿大是出口菜籽油的首要国家，2020 年，

加拿大菜籽油出口量估计为 343 万吨，占全球菜籽油总出口量的 55%。

欧盟、乌克兰、俄罗斯也是菜籽油主要出口国，近些年来加拿大出口比重有所降

低，而俄罗斯的出口量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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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菜油出口值 /来源：USDA

中国菜油出口值 /来源：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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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菜油一直处于产不足需，以进口为主，极少出口的状态，2019 年出口值仅为

0.4 万吨，2020 年为 0.5 万吨，相比进口值仅为“九牛一毛”。

加拿大一直是我国菜籽、菜油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2003 年以来我国 90％以上菜

籽、菜油进口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曾一度也是我国油菜籽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家之一，

但近年来澳大利亚菜籽产量呈下降态势，基本上退出了菜籽出口市场。

影响因素

1. 菜籽的供应及价格

菜油作为菜籽加工的下游产品，其价格受菜籽价格影响很大，每吨菜籽的出游率大

概在 35%-37%，菜籽的供应以及价格直接影响了菜油的价格。

当菜籽压榨比过低时，企业会加大菜籽的供给，从而扩大菜油的产出，会影响菜油

价格下跌。

另一方面，在我国，油菜种植面积主要收到农民种植意愿影响，当其他农产品利润

要远高于菜油时，农民种植油菜意愿降低，油菜产量下降。如果未来油菜减产，农

民在收购初期进行观望乃至惜售，菜籽收购价格上涨，产需矛盾加剧，在部分地区

和一定阶段出现油厂抢购和囤积，这也会导致菜油价格上涨。

除此之外，菜粕、菜油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

比如：菜粕主要用于淡水养殖业，其他品种的油粕很难替代菜粕的使用。如果我国

淡水养殖业效益较好，菜粕用量就会放大，菜粕价格就会回升，从而拉动菜籽的收

购价格，这就导致油厂开工率增加，菜油供应增加，价格会出现下跌；菜粕出现滞

销的时候，油厂会降低开工率，菜油产量就会减少，菜油价格往往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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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品价差

豆油、棕榈油等植物油是菜油的替代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三者之间互相

影响，密切联动。

如果菜油价格过高，精炼油厂或者用油企业往往会使用其他植物油替代，或者进行

调和勾兑，从而导致菜油需求量降低，促使菜油价格回落。

不仅如此，随着近年来豆油、棕榈油进口的不断扩大，对长江流域传统的菜油消费

区域的消费习惯起到一定的改变作用，不少传统的菜油消费区域也逐步接受了豆油

消费，对菜油的需求不断下降，近一步导致菜油价格下跌。

尽管如此，菜油传统消费市场依然存在，一旦菜油减产幅度较大，而进口菜籽也不

能弥补国内的供应缺口，则菜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就较为突出。

除此之外，进口菜油、菜籽也会影响国内菜油的价格。

近年来我国菜籽和菜油的进口量一直不高，占国内消费量的比例不到 10%，主要原

因是国际成本较高，无法进口。目前我国油菜籽进口准入国家仅有四个：加拿大，澳

大利亚，蒙古和俄罗斯，受到中加关系影响，我国菜籽进口大幅下降，2020 年进口 311

吨，处于今年低点。

随着我国人均油料消费的不断增长，国内菜油供求缺口不断加大，我国菜籽和菜

油进口总量有望增加。

3. 季节性影响

我国冬菜油面积和产量占 90%以上，一般每年菜油价格随着菜籽的生长周期呈现出

“双峰波动”的变化：当 5－6 月新菜籽逐渐上市，菜油价格开始回落，到 7、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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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时随着菜油供应增多，价格最低。9 月底时双节临近需求增大，价格开始回升，

到 10月份以后，随着气温下降，棕榈油消费减少，菜油消费增加，价格进一步上升；

12月到次年 1月份，菜油进入需求旺季，价格攀高，并持续高价到新菜籽上市。

另外，一些重点灾害性天气影响到菜籽的生产、菜油的压榨和囤积，导致产量骤减，

从而抬高价格。

天气对冬菜油产量的影响/ 来源：郑商所

4. 菜油库存

菜油库存是构成供给量的重要部分，当库存短缺时价格上涨，而库存充裕时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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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菜油库存除了商业库存外，还有国家储备，主要在浙江、安徽

和四川等地，每年都要轮换 50％，数量较大，而国家储备轮换时间、进度和流向等

会直接影响到价格变动。

5. 生物柴油的需求

随着石油价格急剧上涨，菜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比例逐年增加，生物柴油需求对我

国菜油价格影响日益增大。而生物柴油产量的大幅度增加，推送了全球植物油价格

的上涨，这也间接影响到了菜油的价格。

比如，欧盟各国政府通过免税等优惠政策的扶植，使得以低芥酸菜油为原料制取生

物柴油已经实现规模化， 2020 年度，欧盟消耗菜油 904 万吨，其中工业消费 670

万吨，工业消费占比 74.1%。

菜油指数和原油指数对比图/ 来源：博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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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业政策

2007 年 10 月 8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指出

要着力培育长江流域“双低”（低芥酸、低硫苷）油菜，恢复种植面积。

同时从 2007 年起，在长江流域“双低”油菜优势区提供补贴，鼓励农民利用冬闲

田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积极引导一批生产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油脂加工企

业，在主产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与农户签订产销订单，开发低芥酸菜油。积极支持

“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支持国内油脂和油料生产、加工、贸易

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交易。引导企业和农民利用期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稳定企业和农

民生产收益，促进油料产业健康发展。

近几年来，影响我国菜油价格的因素日益增多。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国内菜

籽种植面积和菜油产量波动较大；入世后，我国油脂和油料进出口量逐年增加，菜油

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石油价格急剧上涨，菜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比

例逐年增加，生物柴油需求对我国菜油价格影响日益增大。

/来源：郑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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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型企业套期保值

大型菜籽企业会通过菜籽的压榨利润比例算出盘面利润，如果超过预期区间，偏离中

枢太多企业就会采取套期保值修复价格，而市场的投机资金也可能针对这个方式进行

投机。

从图中明显看出菜籽进口压榨利润和期货收盘价成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例如在今年 5

月中旬，进口菜籽压榨利润一度跌到谷底为-1622 元/吨，此时预期现货企业会减少菜

籽生产或者进口从而影响了菜油的供应，在供需偏紧的情况下，菜油预期价格上升，

大型企业就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从而修复盘面价格。

来源：Wind

交割细则

交割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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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郑商所

交割仓库

来源：郑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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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厂库

来源：郑商所

菜油期货交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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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目前菜油格局受到国内、国际的多方面影响，但是盘面逻辑来看菜油的行情走势已经

不简单由菜油本身的供需结构决定，是需要将油脂板块三油结合起来做参考。由于棕

榈、豆油目前的高持仓低库存状态仍然存在，油脂行情的高位震荡可能还会继续保持，

09 交割后或许会出现基本面的转变，但一切都需要在三油相互配合的条件下。菜油交

易信号强、交易活跃、资金承受能力强，不妨保持关注寻找到自己的交易机会。

风险揭示及免责声明

本文由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制作，未获得公司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本

文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复制和发布。本文部分图片、音频、视频来源于网络，版权

归版权所有者，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予以删除。本文基于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

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文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不构

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同时提醒期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

市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