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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国内花生市场供需整体呈现明显的供过于求局面。现货价格

仅在一季度震荡走升，随后从 4月开始逐级回落，至 12 月累计跌幅达

1500-2000 元/吨，实现了从牛市向熊市的转换。一季度进口米到港延迟，

油脂节日消费旺季带动现货价格走强；二三季度开始国内进口米大量到

港，叠加花生需求的同比环比下降，导致 2020/2021 年度我国花生期末库

存创记录新高。四季度国产新米上市，产量小幅下降，农户惜售严重令供

应有限，但由于上年度结转库存过大，进口米冲击担忧仍存，同时需求表

现持续不佳，花生市场价格深陷熊市泥沼。

2021/2022年度我国花生产量较上年略降，进口量也存在一定的变数，

但上年度结转库存创历史新高，整体供应仍然充足，而需求的改善需要较

长时间才能实现，国内花生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市场仍然是

典型的“买方市场”。从油厂的收购和压榨数据来看，当前油厂的收购量

快速增加，但开工率和加工量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油厂仍然处于花生的被

动累库阶段，收购价格或继续下调，对应现货价格和 pk2204 仍然有下行

压力。随着 2022 年 4-5 月花生种植期到来，市场对种植面积和下一年度

供应大幅减少的预期将会令期现货价格获得支撑，如果种植面积能够如预

期下降，那么将有效改善市场对 PK2210 及之后合约的价格预期，花生期

现货价格有望迎来上涨行情。

花生年报：熊途漫漫 逐级探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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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花生市场供需及价格走势回顾

2021 年 12 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判，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1 年国内花生市场同样面临需求见顶收缩、进

口冲击加大及市场价格预期持续转弱的三重压力。

1.供应（生产及进口）：充足

花生的作物年度从当年 10 月至次年 9月，因此 2021 年实际跨越了两个作物

年度，即 2021 年 1-9 月为 2020/2021 年度，10 月至 12 月为 2021/2022 年度。

1.1 种植面积及产量

2020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花生种植面积同比增加 2.5%至

7125 万亩，单产水平同比略升，总体花生果产量同比增加至 1799.3 万吨。2020

年我国产量创历史新高，花生种植面积创 2004 年以来的新高。

2021 年，根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商会公布的业界预估数据显示，2021 年我

国花生种植面积同比下降 7%至 6626.3 万亩，单产水平同比略升，总体花生果产

量同比下降 3-5%至 1630-1650 万吨。2021/2022 年度我国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均

同比小幅下降。2021 年花生种植收益不及玉米，是全国花生种植面积同比下降

的主要原因。

1.2 单产

东北、华北主产区在花生生长期和收获期遭遇大范围持续降雨天气，由于降

雨对不同产区的影响不一，市场对 2021 年全国花生单产水平的争议较大，主流

观点认为单产持平或略增，综合导致 2021 年我国花生产量同比降幅为 3-5%。另

一方面，由于收获期持续过量降雨导致花生霉变、发芽的比例增加，今年花生质

量普遍较去年偏差成为市场共识。



6

从 2010 年至 2020 年的单产数据来看，近十年我国花生单产基本在 210-250

公斤/亩区间运行，近 5年我国花生单产基本在 230-250 公斤/亩区间运行，波动

幅度不大，随着国内花生种业和管理的进步，我国花生单产水平有望维持高位并

逐年小幅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花生产量主要和面积正相关。

1.3 进口

海关数据显示 2020 年至 2021 年我国花生（仁、果）及花生油进口维持在历

史高位水平。2020 年我国进口花生仁 76.5 万吨，进口花生果 32 万吨，进口花

生油 27 万吨，仁和油折果后的总计花生果进口量为 230.39 万吨，创历史新高。

2021 年，1-9 月进口花生仁 79.9 万吨，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15%；进口花生油 25.36

万吨，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43.48%；进口花生果 16.44 万吨，同比下降 39%；综合

看，尽管 2021 年花生果进口同比下降，但由于花生仁和油进口量增加，仁和油

折果后的总计花生果进口量仍同比增加并刷新历史新高。进口花生和花生油价格

低廉，成本优势明显，对国产油料米的市场冲击逐年加大。

图 1 2010至 2020年度中国花生单产

单位：公斤/亩

数据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商会发布的业界预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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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02至 2021/2022年度中国花生产量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2020/2021 年度之前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2022 年度数

据为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商会发布的业界预估数据。

2.需求（国内消费及出口）：触顶回落

2.1 国内消费

2019/2020 年度，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刺激国内小包装食用油需求大幅增加，

我国花生和花生油需求均创出历史新高。2020/2021 年度，因为高价抑制需求，

加之后疫情时代国内小包装食用油的需求同比下降，消费降级也导致高端油脂需

求下滑，2021 年国内花生食用及油用需求均同比下降。

2.2 出口

2020 至 2021 年我国花生出口延续同比下降趋势，2020 年我国花生出口量为

13.16 万吨，同比下降 31.26%；2021 年，由于集装箱海运费用大幅上升等原因，

我国花生出口延续同比下降趋势，1-10 月花生出口总量为 83454.92 吨，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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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累计出口总量的 104306.87 吨减少 20851.95 吨，同比减少 19.99%。

综合国内消费和出口，2020/2021 年度我国花生总需求触顶回落，根据行业

估算数据，总需求从上一年度 1775 万吨下降至 1743 万吨，同比下降 1.8%。

图 3 2018-2021年花生月度出口量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3.库存高企，价格走弱

2020/2021 年度，在国内花生产量和进口量均创历史新高的同时，花生的国

内需求和出口均同比下降，导致国内花生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均创历史新高，

期末库存达 417 万吨，库存消费比 23.9%。库存的高企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导致期

末库存消费比大增，国内花生供过于求的情况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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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2017-2020/2021年度中国花生期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商会发布的业界预估数据。

4.期现货价格走势回顾

2021 年花生现货价格仅在一季度震荡走升，随后从 4月开始逐级回落，累

计价格跌幅 1500-2000 元/吨，实现了从牛市向熊市的转换。一季度进口米到港

延迟，1-2 月春节油脂消费旺季带动花生现货价格走强；二季度开始国内进口米

大量到港，叠加花生需求的同比环比下降，导致 2020/2021 年度我国花生期末库

存创记录新高，现货价格持续走熊。

2021 年 2 月花生期货价格上市后，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基本一致。期

货价格震荡走升至 3月中旬创出 11201 元/吨的年内高点，随后开始震荡回落，7

月因河南暴雨引发涝灾，期价一度大幅反弹，但随着受灾程度的确定，期价重回

熊市并在 12 月创出 8026 元/吨的年内低点，累计跌幅超过 3000 元/吨。

期货跌幅大于现货的原因是，市场对期货交割品认知的改变及对后市的悲观

预期。一是上市初期，市场认为花生期货交割品标准高于普通油料米，且对交割

存在较大的疑虑，期价对现价持续大幅升水，但随着 2110 合约交割的顺利进行，

以及油厂和贸易商用低成本的陈米来生成仓单，导致近月合约进入交割月之前大

幅下跌，市场对交割品的认知逐渐转变，期价对现价的升水转为平水或贴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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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对花生后市行情普遍悲观，期价超前于现价下跌。

图 5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2月国内花生油料米综合现货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图 6 2020年 2月至 2021年 12月花生期货指数（周线）

数据来源: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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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2022 年度花生市场供需及价格走势展望

1.当前市场供需情况

进入十二月，国内花生市场熊市氛围浓厚。现货市场上下游分歧仍然巨大，

以农户为代表的上游对当前现货价格不认可，惜售情绪严重，今年花生收获期雨

水过多，导致大型机械无法入地收获，农户收获的艰辛程度大幅上升，大户雇人

代收的成本明显增加，部分受灾严重地块存在减产、绝收现象，都令农户对花生

售价持较高期望值；中间贸易商群体因为前期囤货亏损导致信心严重不足，采用

随购随销策略；油厂、食品厂等下游企业因为上年度结转库存较多，与上游博弈

的底气较足，今年开收时间较上年延迟，且严格把控收购质量指标，收购价格逐

步调低。买卖双方的巨大分歧导致当前现货购销成交量要明显小于往年同期水平。

从供需角度来看，农户惜售导致的供应延迟终归要来临，市场预期春节前或

5月天气转热前将会出现农户抛售，届时市场价格恐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当前

市场高库存、高供应和低需求的情况下，2204 合约期价面临的下行压力不小。

2.产能出清——种植面积将连续第二年下降

预计 2022 年国内花生种植面积将继续下降 10-20%。2021 年 2 月花生期货上

市后，花生指数和玉米指数、豆一指数的价格走势分化，花生指数一路下行，而

玉米和豆一指数均维持高位运行。相比玉米和大豆，花生的销售收入明显下降。

成本方面，由于花生的肥料、人工和农药成本均高于玉米和大豆，而 2021 年肥

料成本大幅上升，花生成本增加较玉米和大豆更多。

从下图 2004-2021 年中国花生种植面积来看，国内花生种植面积与国内玉米

价格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即玉米价格高则花生面积小，玉米价格低则花生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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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案例是，2008 年-2016 年国内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玉米价格维持高位

运行，导致 2009 年至 2015 年花生种植面积始终位于 6500 万亩以下徘徊；随着

2016 年玉米临储政策取消引发国内玉米价格大跌，花生种植面积开始逐年上升，

2017 年升至 7751 万亩的历史新高，近两年随着国内玉米价格重回高位，花生种

植面积开始下降。

综合种植收益来看，2022 年花生在和玉米、大豆的争地关系中处于明显下

风，这将导致 2022 年国内花生种植面积继续下滑，预计面积将下滑至 2014 年以

来的新低，这将减轻 2210 合约及之后合约的供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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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4-2022年中国花生种植面积

单位：千亩

数据来源：2021 年及之前数据来自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商会发布的业界预估

数据，2022 年数据为笔者按降幅 10%计算。

图 8 2021年 2月至 12月花生指数、玉米指数及豆一指数

数据来源：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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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全国国产三元复合肥氮磷钾含量 45%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商务部

3. 需求存改善预期

2021 年需求同比下滑明显，主因 2021 年后疫情时代小包装花生油需求同比

下降，2022 年国内经济重归正轨，花生和花生油需求料将同比增加。同时，受

2021 年 10 月之后相关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国内终端花生油批发价格在 10

月之后持续上涨并创历史新高。总体看来，终端消费价格上涨，加之元旦春节消

费旺季的到来，后期国内花生和花生油需求存在改善的预期。

图 10 全国花生油批发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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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部

4.进出口存在变数

2022 年我国花生进口存在一定的变数。2021 年由于国内外花生价格走势分

化，美国花生价格同比上涨，而国内花生价格同比下降，我国进口美国花生果的

数量降幅明显，但进口非洲花生仁数量并未明显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多数非洲花

生进口贸易商的订单是在今年 4月国内价格大幅下跌前确定的。进入 2021/2022

年度后，国内花生及花生油进口进程明显放缓，当前进口订单报价在国内无法顺

价销售，进口贸易商生意清淡，国际市场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国市场的低价。出口

同样存在变数，随着集装箱价格恢复正常，以及国内价格大幅下跌后的出口优势

增加，2022 年我国花生出口或将迎来春天。

图 11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1月国际花生月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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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花生供需两旺，国际花生价格走势坚挺

美国农业部 12 月供需报告确认 2021/2022 年度全球花生产量为创历史新高

的 5063 万吨，但同时也认为需求将达到新高的 5076.5 万吨，这导致全球花生期

末库存和库存消费比连续第四年下降。这一预判与中国花生供需预期截然相反，

但为美国国内花生价格的坚挺走势提供了基本面支撑。总体而言，全球花生产量

创新高，将会增加中国未来的进口压力，但进口量大小取决于未来国际市场花生

到港成本与国内花生市场价格的接轨。

由于中国花生产需占全球的比重很大（中国是全球花生种植面积第二大国家，

也是产量、消费、压榨、进口第一大国，出口第四大国），因此花生是以国内供

需为主定价的品种，国际市场价格走势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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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0/2011至 2021/2022年度全球花生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综上所述，2021/2022 年度我国花生产量较上年略降，进口量也存在一定的

变数，但上年度结转库存创历史新高，整体供应仍然充足，而需求的改善需要较

长时间才能实现，国内花生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市场仍然是典型的

“买方市场”。从油厂的收购和压榨数据来看，当前油厂的收购量快速增加，但

开工率和加工量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油厂仍然处于花生的被动累库阶段，收购价

格或继续下调，对应现货价格和 pk2204 仍然有下行压力。随着 2022 年 4-5 月花

生种植期到来，市场对种植面积和下一年度供应大幅减少的预期将会令期现货价

格获得支撑，如果种植面积能够如预期下降，那么将有效改善市场对 PK2210 及

之后合约的价格预期，花生期现货价格有望迎来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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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9-2021花生油厂周度收购量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图 15 2019-2021花生油厂周度收购价格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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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9-2021全国花生油厂周度加工量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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