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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策略研究类模板◎投资要点：

生猪供应充足。能繁母猪数量微降，但是生产效率上升。养殖端

压栏生猪，导致毛猪价格上涨。但是毛猪价格上涨势头受限，因需求疲

软。随着后期牛猪供应增多，上半年生猪价格大概率阴跌。

生猪出栏体重成检测重点。当前牛猪和标猪价差较大。随着牛猪

供应增多，牛猪和标猪价格缩小。这就是上半年猪价见顶的信号。

行业竞争将增加猪价波动幅度。

结论：需求高点已现。生猪定价将以猪粮比为主要依托，兼顾猪

粮比和季节性需求。腌腊季节和农历新年后，猪肉需求将迅速下降。而

另一边供应逐步增多，这将导致猪价在 2022年第一/二季度维持低迷状

态。之后，生猪产业经历最后一波产能淘汰后生产平稳，猪价将回归以

猪粮比为依托，兼顾料肉比和季节性价格变化为依据的合理价格。

操作建议：上半年猪价下行，下半年猪价大概率上涨。但是上涨

幅度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猪价底部在 9-10元附近。猪

价反弹可能在 16-17元附近。

风险因素：新冠疫情奥密克戎，能繁母猪淘汰情况，全球谷物产

量和通胀情况。



HTTP://WWW.QIHUO168.COM.CN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table_page]东海策略

正文目录

1. 2021 年生猪市场行情回顾.......................................................................................................................................................3

2. 2022 年生猪市场要点分析.......................................................................................................................................................4

2.1 生猪产能减量增效，优化养殖成本成主流。...................................................................................................................4

2.2 二季度价格形式依旧悲观，生猪出栏体重成检测重点。...............................................................................................5

2.3 定价公允，超额利润不在................................................................................................................................................... 7

2.4 产业竞争加剧可能造成猪价无序波动............................................................................................................................... 8

2.5 通胀预期带动的猪价下半年上涨。.................................................................................................................................10

3. 结论以及投资建议..................................................................................................................................................................10

3.1 关注 2022 年上半年猪价下行机会。...............................................................................................................................11

3.2 关注 2022 年下半年猪价上行机会................................................................................................................................... 11

图 1 2021 生猪期货活跃价格...........................................................................................................................................................4

图 2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变化（数据源 1）......................................................................................................................................5

图 3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数据源 2）......................................................................................................................................5

图 4 窝产仔猪数量............................................................................................................................................................................. 5

图 5 不同生产能力的母猪存栏结构.................................................................................................................................................5

图 6 广西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6

图 7 四川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6

图 8 辽宁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6

图 9 河南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6

图 10 全国商品猪出栏价格（元/千克）以及猪粮比................................................................................................................... 7

图 11 不同规模企业占比（截止到 2020 年 2 月）.........................................................................................................................9

图 12 不同规模企业占比（截止到 2021 年 5 月）.........................................................................................................................9

表 1 生猪养殖成本估算..................................................................................................................................................................... 8

表 2 不同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比例调查........................................................................................................................................9

表 3 国家统计局猪肉季度产量累计值..........................................................................................................................................10

表 4 国家统计局猪肉季度产量单值..............................................................................................................................................10

表 5 猪肉供应平衡表...................................................................................................................................................................... 12



HTTP://WWW.QIHUO168.COM.CN 3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table_page]东海策略

1. 2021 年生猪市场行情回顾

2021 年生猪行情总体趋势向下的单边行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两次反弹，直

到现在依然在反弹的过程中。价格走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参考图 1）：

第一阶段，1月 8号到 1 月 25 号之间，猪价下跌行情主要 2020 年猪价下行行情的延

续，当时市场担忧供应问题在经历了 2020 年的行情后已经得到解决，非洲猪瘟问题得到有

效控制，各种二元回交，三元母猪等加入到母猪序列，因此预判市场母猪数量恢复较好，

所以生猪供应短缺问题得到缓解，猪价开盘就下挫。

第二阶段，1月 25 号到 2月 24 号之间猪价出现反弹。当时全国限制冻肉出库，因担

忧新冠疫情通过冻肉包装传播，因此冻品出库控制严格。冻品无法出库使得该部分需求转

向国产猪肉，推动毛猪价格。同时由于大降温导致仔猪流行性腹泻和非洲猪瘟的暴发，山

东和河南地区的能繁母猪和仔猪猪量锐减。市场担忧该波病疫使得刚刚恢复的能繁母猪数

量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因此鉴于 2019 年的教训，空头纷纷离场，拉高猪价。

第三阶段，进入三月份以后，生猪期货价格失去了上涨的动力。在 29000-30000 之间

盘整较长一段时间后始终缺少向上突破的动力。当时市场分歧巨大:一边认为由于河南和山

东实证的疫情将导致能繁母猪的无可挽回损失，河南和山东均为中国最大的生猪基地，这

两个区域的损失使得中国养猪量损失巨大，这将使得生猪价格重新走出 2019 年的巨幅上涨

行情；另一边则认为虽然河南和山东遭受巨大损失，但是除此之外的区域养殖量已经迅速

恢复，并且没有受到这波疫情影响，新一批投入使用的大型新养殖场将迅速弥补河南，山

东区域的损失。事实证明的确是这二种情况，全国各地都在新建的养殖场，各个养殖企业

把所有资金都优先供应猪场建设，而对于原料的支出则延迟支付。于此同时，由于预计市

场生猪供应短缺，所有的养殖主体都把猪往大体重养。正常 120kg 出栏的猪最后企业都要

求至少 150kg 才考虑出栏。这无形中就增加了生猪的供应(参考表 3和表 4)。因为从本质

上来说，需求端吃的是肉。因此即便生猪数量少了，但是体重增加抵消了部分影响。同时，

随着气温上涨，对肥猪的需求下滑，因此价高又肥的猪肉自然不是消费首选，猪价开始了

长达 7 个月的下跌流程。即便当中在 6 月末由于发改委收储支撑猪价，当中有过短暂反弹，

却还是难以抵挡猪价一路下滑的趋势。

第四阶段，十月份以来，生猪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原因是由于九、十月份价格过低，

导致养殖户大量抛售手中的牛猪，市场担忧生猪供应可能出现断档。而今年冬季偏冷，市

场普遍预计这将增加猪肉，特别是肥猪肉的消费，肥猪的需求导致标猪和肥猪之间的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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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拉大。因此养殖端，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养殖户，都选择增重，延迟生猪出栏的行为。

这极大地改变了生猪市场的供需，导致供减需增，生猪期货价格随着现货价格走势，易涨

难跌。现货方面生猪价格持续的创出新高。南方主消费区，包括四川和广东的需求不断好

转，也支持了现货价格的走高。因此，尽管市场依旧担忧生猪供应充足的问题，期货价格

还是紧随现货的步伐上涨。只是在涨价的基础上，期货保持了高贴水（负 2000 元至负 1500

元）和高月间价差（1和 3合约价差在 1500 元到 2300 元之间）。

图 1 2021 生猪期货活跃价格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

2. 2022 年生猪市场要点分析

2.1生猪产能减量增效，优化养殖成本成主流。

经过两年的生产恢复，能繁母猪的数量基本上已经恢复。并且随着各地新建工厂投入

使用，生猪的产能有了巨大的改进。不可否认，非洲猪瘟的影响依然存在，个别地区依旧

有疫情暴发，并且有猪场清场的情况。但是，局部的影响并不能改变整体全国生猪生产过

剩的格局，因此即便第四季度生猪价格涨幅巨大，2022 年猪价形式依旧悲观。总体来说，

由于经过两年的猪场扩充建设，养殖场的产能是非常充足的，一大批新的猪场已经在 2021

年投入使用并且将持续的生产生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个企业之间比拼的就是养殖成

本（参考表 1）。因此行业将进入严酷的成本竞争时代。竞争的结果是综合生产成本低的养

殖企业更能在这一轮猪价寒冬中度过。因为行业的竞争模式已经从 2021 年的“养活猪”转

变到 2022 年“养好猪”的格局转变。而从数据上看，生猪的母猪提效目标已经被提上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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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养殖企业的 2021 年的生产日程，母猪淘汰在 2021 年年中就开始，但是淘汰的是低效的

母猪，并非高效母猪。那进入 2022 年养殖行业要考虑的是综合养殖成本的降低。只有成本

最低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处于少亏损的处境。从图 4 和图 5中可以看出，整体母猪的生

产效率都在上升。

图 2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变化（数据源 1） 图 3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数据源 2）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

图 4窝产仔猪数量 图 5 不同生产能力的母猪存栏结构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青松农牧、东海期货

2.2 二季度价格形式依旧悲观，生猪出栏体重成检测重点。

对于 2022 年猪价的走势，目前行业内的说法较多，有人为是 V型走势，有人为可能是

L 型走势，也有认为是反√走势，即 2022 年的高点难以突破今年的价格高点。的确，在当

下要想对未来的价格走势有正确的判断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近月

价格的向下趋势是相对确定。如果看 2021 年第四季度猪价反弹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此次

超跌之后牛猪的断档，养殖户压栏以及腌腊需求对于肥猪价格的带动，进而带动标猪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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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是如果往后看到 2022 年第一季度末，和第二季度，将不再有对于肥猪肉的需求。如

果看历史数据，每年春节以后的生猪价格都会低于往年的 7-8 月份价格，可是目前 2203

合约价格依然高于 2021 年 9 月现货价格。诚然，21 年 9 月份的价格里面存在着抛售的因

素。但是如果养殖端继续压栏，生猪体重持续增加到 2022 年 1 月份，那随着对肥猪肉需求

的下滑，必将导致类似于 2021 年第三季度类似的抛售情况。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看来，养

殖端抗价压栏的心态较重，已经促使生猪出栏均重总体的上涨。因此，如果体重持续上涨

的话可以预见 2022 年第一季度的猪价下跌的幅度将会非常之大。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另一

种情况，即养殖端已经预计到这种情况，选择主动出栏，降低体重。那在 2021 年 12 月价

格就会出现变化。所以，检测生猪出栏体重，也就是检测养殖端压栏的情绪，可以了解到

这巨量的供应是会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缓慢释放。而这个将会

对 2022 年第 5 月份之前的价格有重要影响。也就是决定了 2022 年上半年的猪价的走势。

图 6广西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 图 7 四川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

图 8辽宁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 图 9 河南生猪出栏体重和占比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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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定价公允，超额利润不在

如果说上半年的趋势是大概率向下，那进入下半年，随着产能的调节，抛售情绪的降

温，市场必将重回合理的价格区间。生猪定价将重归以猪粮比为基础，料肉比和季节性为

调节的定价方式，来保证产业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合理的利润并且持续的受益。以发改委

的指导意见，猪粮比将维持在 5:1 – 8:1 的合理区域。以现在的饲料价格 3.3 元/公斤来

计算，猪价应该维持在 16 元/公斤附近。（当然，这并不是说猪价无法跌破这一价格区域。

就比如说上半年很可能跌破这一价格。）并且在这一个基础上还要考虑季节性和料肉比。当

前行业料肉比在 2.4-2.6 之间。考虑到低蛋白配方日粮的推广，料肉比下降到 2.7-2.9 之

间。所以这部分已经是饲料的成本。在此基础上还要计算仔猪成本，疫苗成本，人工成本

等等费用。如果是明年的淡季，猪价可能往这个区域的下沿靠近。反之，在消费旺季，猪

价的定价就会偏向这个区间的上沿，即养殖户偏好销售更高的价格。从总体上讲，猪价将

难以突破这个价格区间，因为不再有供应端的黑天鹅事件造成供应在短时间缺少。即便现

在在部分 地区仍然时不时有非洲猪瘟的暴发，但是在观察到大量的现有猪圈被关闭这一现

象之前，部分区域的非瘟暴发并不会改变总体供应充裕这一现况。因此在下一个造成供应

急速短缺的黑天鹅事件发生以前，猪价将延续这一定价的方式。

图 10 全国商品猪出栏价格（元/千克）以及猪粮比

资料来源：wind、东海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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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生猪养殖成本估算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

2.4 产业竞争加剧可能造成猪价无序波动

集团养殖场争夺出猪市场份额，屠宰场为了覆盖固定设备/折旧成本而发生的抛猪或者

抢猪源等行业竞争将造成猪价短时间内的无序波动，以及短期内的供需失衡。以养殖场为

例， 众所周知，养殖场都面临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因为养猪行业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

并且在 2021 年众多新建养殖场都已陆续投入使用。当猪价下跌时，养殖场将面临一个长时

间的亏损。如 2021 年第二/三季度的价格下跌。当养殖利润低于 0 的时候，养殖场并不能

立刻减少供应，因为养殖场面临着一个囚徒困境，即养猪，则承担每多卖一头猪就要多亏

损的问题；但是出栏数量不及预期，则要面临设备折旧，公司股价下跌的问题。因此无论

是哪个情况，都是比较困难的选择。而事实观察标明。养殖企业宁愿承担猪价下跌，卖猪

亏钱这一困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行业兼并最好的时候。通过价格战，挤垮同行，等下

一个养殖周期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利润将都能赚回。因此，越是生猪供应充足的时候，反

而会有生猪的抛售。同样，当毛猪价格上涨的时候，即便遭遇高价抑制消费的情况，屠宰

量却并不会短时间下降。而是由屠宰场，白条贸易商去承担这部分亏损。当前，国内的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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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产能远远超过生猪的产能，存在着大量的设备闲置情况。因为停工，或者减少屠宰量会

使得养殖场的固定设备支出无法得到弥补。而白条贸易商也不愿意率冒着失去市占率的风

险先提价。最终是屠宰场，白条贸易商高价接猪，低价出货。这是行业竞争的特有格局决

定。这些情况短时间内超越了供需关系调节价格的逻辑，造成价格的超额波动。

表 2 不同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比例调查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东海期货

图 11 不同规模企业占比（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图 12 不同规模企业占比（截止到 2021 年 5 月）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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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家统计局猪肉季度产量累计值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

表 4 国家统计局猪肉季度产量单值

资料来源：东海期货

2.5 通胀预期带动的猪价下半年上涨。

由第三节可知，粮食/饲料价格是猪价定价的锚定。从官方数字看来，2021/22 作物年

我国玉米丰收，南美即便有拉尼娜，但是对南美大豆产量可能影响不大。大豆产量预估上

涨。因此大概率粮食供应稳定。但是由美国传导到全球的通胀会逐步拉高粮食价格，进而

可能带动猪价超预期上涨。虽然这部分因素很难量化，但是确实不可忽视的灰犀牛事件。

3. 结论以及投资建议

结论：猪价高点已经在 2021 年 11 月份出现。由于能繁母猪淘汰不如预期严重，数量

减少的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仔猪的供应并未受损。2022 年第一/二季度猪价，

大概率是下行磨底的过程。 而随着下一波猪价下跌，能繁母猪的淘汰，生猪的供应和需求

会达到新的均衡点。到时候生猪的价格将重新回归以猪粮比为主要定价依据，兼顾料肉比

和季节性消费的定价模式。但是在此过程中，生猪行业内部的竞争可能会加剧价格的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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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022 年变数较多，要关注疫情，通胀等等因素对于猪价潜在的影响。猪价底部在 9-10

元附近。猪价反弹可能在 16-17 元附近。

3.1 关注 2022年上半年猪价下行机会。

关注 2021 年 12 月该月养殖户压栏的情况。如果养殖户大量出栏，造成生猪出栏体重

迅速下行，那猪价下行的节奏提前，现货高点已经于 11 月出现，则 2022 年猪价下行的势

能减少，现货和期货价格均将回落；反之，如果养殖端不认卖，则会出现生猪体重持续增

长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饲料的消耗量明显上涨。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初，散户养殖端依旧

认为，冬至或者农历新年前对年猪/腊肉的需求会有暴发式的增长，那鉴于当前牛猪和标猪

的价格差，散户养殖端更愿意压栏增重，这将继续推高期货和现货价格差，导致基差维持

贴水至少 1000 元/吨（参考《生猪期现套利策略与实操分析》，期货日报，2021 年 9 月 1

号）。期货将随现货价格同方向波动，但是维持在-1000 元/吨和-2000 元/吨之间的负基差，

然后在 2022 年 1 月开始加速下行。该信号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将是牛猪和标猪的价差持续减

小。

值得注意的是，压栏增重的行为并非全行业，集团养殖场并没有严重压栏。而是主动

选择在适当体重积极出猪。从企业的出栏体重可以观察到。企业的出栏体重较多的维持在

110-115kg 之间，并且集团场预计在 2021 年 12 月将增加出栏数量。而这批猪，如果要养

到 130kg 则是要到 2月份以后出猪。因此，集团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3 月份生猪

的抛压。因此猪价后期即便再跌，现货价格难跌破前低点 9-10 元的区间。之所以认为抛压

依旧存在，是因为当前散户的占比依旧较高，即便相比较前几年已有较多下降(参考图

11,12，表 2)。而由于需求的拖累，下行之后磨底的过程将持续较长时间，甚至可能出现

二次，三次磨底的过程。

3.2关注 2022年下半年猪价上行机会

猪价在下半年的反弹幅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原因在于不知道下一波跌价

开始时，能繁母猪的淘汰情况以及 2022 年的变幻莫测的形式。2022 年挑战较多，包括新

冠疫情奥密克戎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新作粮食的产量，国内疫情防疫是否延续清零政

策进而导致旅游，餐饮行业受限、以及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等情况。如果没有上述情况，大

概率猪价见底后会恢复到正常价格。但是上述的意外情况将加大猪价的向上的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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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猪肉供应平衡表

资料来源：USDA、东海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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