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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运行分析 
 

 

  近期运行综述 

2020年 1 月，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出现回落，一方面是对 2019年上涨 

幅度的回吐，此外中国作为需求大国出现突发事件也是造成大宗商 

品波动的原因之一。原油品种领跌。少有的亮点存在于：贵金属与 

农产品种中的谷物。2月上旬，多数商品继续下探后出现止跌迹象。 

 

  主要品种运行分析 

原油：美原油指运行区间 50-60，1月的回落基本到位，后市可能呈 

现缓慢回升，整体运行偏弱。  布伦特指运行区间 53-63。 国内原 

油指 380-450。 

 

金属：伦铜波动区间 5400-6400，跳空缺口限制上行，中间穿插一档 

阻力在 5900。  伦铝运行更弱，尚未止跌，走势低迷，区间 1500-

1900。   

伦锌可能呈类似 2012-2013年的横向震荡，区间 2000-2500。  伦镍 

2016年的回升依旧保持，12000 点有支撑，可关注。  螺纹指数 2018 

年下半年已经转弱，但死守 3200一线，短期在 3200-3600 震荡。 

 

黄金：2016年以来的上涨行情已经两次加速，再次加速余地很小， 

不同支撑线对应的位置在 1550、1400、1250。金油比 30较高，美元 

指数强势制约上行。短期 1550 上方强势震荡。 

 

农产品：白糖短期出现波动，但 2019年以来的上升通道保持，今年 

仍处上涨时段，后市震荡上行。  马棕榈油 2019年大涨且突破长期 

压力线，短期回落大概率是突破后的确认，需要观察一下。  国内 

豆油与棕榈油类似，但底部较为坚实，且刚刚脱离，6000 附近可关 

注。  美豆底部震荡 850-950，风险较低。国内大豆短期上涨，出现 

超买，4400有阻挡。  国内橡胶一直在低位徘徊，风险不大。 

 

  风险提示 

报告仅依据相关品种的价格走势进行分析。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 

及突发事件可能会造成价格的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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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运行综述 

2019 年，商品市场整体呈现回升，境外强于境内。上涨品种主要集中在：原油、

贵金属、油脂、白糖及橡胶。有色金属整体运行疲软。 

2020 年 1 月，商品市场整体出现回落，境外市场回落幅度大于境内市场，重要原

因之一是对 2019 年上涨幅度的回吐，此外中国作为需求大国出现突发事件也是

造成大宗商品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油品种领跌。少有的亮点存在于：贵金属

与农产品种中的谷物。贵金属黄金在动荡市场中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美稻米、

美燕麦、郑强麦、大连玉米都录得一定涨幅；境内外白糖保持升势，虽然国内白

糖波动较大。2 月上旬，多数商品继续下探之后出现了止跌迹象。（参见表 1-3） 

 

 

表 1：境外交易所主要大宗商品运行概览（涨幅%） 

 1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美原油指 -13.54 25.64 美豆指数 -8.02 4.80 

布伦特指 -12.85 16.97 美豆粕指 -3.70 -1.88 

伦铜指数 -9.86 5.08 美豆油指 -4.67 21.38 

伦铝指数 -4.33 -2.51 美玉米指 -1.63 2.93 

伦锌指数 -2.95 -6.60 美麦指数 -1.35 6.34 

伦铅指数 -2.59 -3.85 美稻米指 2.00 26.26 

伦镍指数 -9.03 34.81 美燕麦指 3.16 4.80 

CMX 金 4.75 16.17 美棉花指 -2.16 -5.01 

CMX 银 0.75 13.31 糖 11 5.97 11.59 

日胶指数 -8.34 11.33 马棕油指 -14.54 31.40 

资料来源：数据截止 20200216 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2：境内交易所主要大宗商品运行概览（涨幅%） 

 1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原油 -7.30 27.22 豆一 5.68 10.81 

沪铜 -2.36  2.71 豆粕 -4.26 4.69 

沪铝 -0.28 4.29 豆油 -5.34 22.34 

沪锌 1.11 -13.49 玉米 0.74 1.12 

沪铅 -1.33 -16.62 强麦 8.06 1.11 

沪镍 

沪金 

沪银 

动力煤 

焦炭 

螺纹 

铁矿石 

沥青 

-5.63 

1.25 

-3.25 

-1.48 

-2.82 

-2.67 

-0.39 

-4.21   

27.92 

18.46 

 16.32 

-1.88 

-2.42 

4.17 

      

29.26 

  17.71           

白糖 

棉花 

棕榈油 

橡胶 

PVC 

PTA 

塑料 

玻璃 

0.72 

-3.61 

-4.39 

-6.51 

-1.23 

-3.30 

-2.05 

 -0.34 

     15.60 

 -10.61 

34.88 

13.01 

1.55 

-12.38 

-14.98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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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据截止 20200216，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3：文华商品分类指数（涨幅%） 

 1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CRB -8.33 8.64 有色 -2.08 -0.64 

文华商品 -1.67 1.60 黑链 -0.72 0.94 

原油 -2.06 8.33 化工 -2.06 -2.89 

贵金属 -0.57 17.59 建材 -1.29 9.82 

工业 -1.57 0.42 谷物 3.05 5.46 

农业 -1.85 4.34 饲料 -2.21 4.42 

软商品 -1.04 3.50 油脂 -4.03 24.10 

资料来源：数据截止 20200216，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主要品种运行分析 

美原油指 

2020 年 1 月，美原油指冲高回落，下跌 13.54%，月线收阴。由于阴线力度较大，

且收盘价较低，因此 2月份走势大概率依然偏弱，1月份的阴线可能需要几个月的

时间才能修复。 

主要的支撑：2016 年初低点 29.89 形成的，当前的位置在 50 附近；此外 2019 年

下半年区间震荡的下沿也具有一定支撑作用，位置在 50偏下，两者综合起来 50一

线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2 月初下探至 49.67，已经触及支撑线，短期调整目标达

到，未来大概率将止跌回升。 

主要的阻挡：2018年 10月高点 76.14形成的下压线，短期运行位置在 60略偏上；

此外 2019年 4月之后的区间震荡上沿在 62附近，两者综合起来阻力位在 60附近。 

与历史运行对比：2019年之后的运行很可能与 2012年至 2014年上半年一段类似，

即是个复杂的区间震荡，最后逐渐收敛，然后选择方向。由于两段行情级别不同，

时间与幅度不能完整对应，只是运行态势相似，2020年 1月下跌之后，未来 3-6个

月的运行可能类似 2014年上半年呈现缓慢的回升，高度不会超过 60，波动区间在

50-60。（参见图 1） 

布伦特指 

布伦特油的运行与美原油指的运行趋于一致，存在阶段性的小差异。2019 年之后

的运行较美原油指略弱。 

2020年 1月份冲高回落，下跌 12.85%，月线收阴，虽然月度跌幅略小于美原油指，

但出现了对支撑线的下破，因此技术上认为运行更弱一些。主要支撑线为 2016 年

初低点 29.54支撑线，对应的支撑位在 58，1月下旬跌破，2月份初下探至 53.84，

由此 29,54 支撑形成反压制约后市的回升，对应位置在 60 附近。阻力线 73.51-

68.96对应位置在 67附近，阻力线 85,53-68.96对应位置在 65附近。三者综合起

来，未来回升的阻挡在 60-65区间。 

与历史对比，2014 年上半年一段呈现幅度较窄的横向延伸，因此未来 3-6 个月可

能再现，区间大体在 53-63。（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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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美原油指-周线  图 2：布伦特指-周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原油指数（国内） 

国内的原油指数运行时间较短，数据较为有限，整体上与国际原油运行趋势一致。 

2020 年 1 月，原油指数冲高之后持续回落，2 月初受国内疫情疫情影响跳空低开，

目前有止跌迹象。由于 2 月初的大幅跳空低开，使得 2018 年底形成的上升支撑线

353-402被跌破，该线有支撑转为反压，未来的运行位置在 450附近，而指数在下

探 381 之后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运行区域在 380-450。（参见图

3） 

天然气指 

天然气指的运行一致维持弱势。2008 年下半年高位大幅回落，2009 年小幅反弹，

之后便进入了反复震动回落的过程，至今尚未有转强迹象。反复震荡回落呈现缓慢

收敛，技术指标 RSI、MACD均呈多次底背离。这种长期下跌，缓慢收敛，指标多次

背离是一种大底的信号，但由于时间较长，很难准确预测见底时间，而且之前可能

会在低位徘徊良久，因此只能认为当前处于底部弱势当中，继续回落空间十分有限，

何时止跌启动上行，需要等待中观察。（参见图 4） 

 

图 3：原油指数（国内）-周线  图 4：天然气指-月线  

 

 

。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伦铜 

长期来看，2009年伦铜大幅飙升创历史新高，2011-2016年上半年持续回落，2016

年下半年-2018 年上半年回升，但力度远远不及 2009 年，2018 年再度呈现震荡回

落。伦铜的波动幅度明显收窄，无论上涨还是下跌，即铜的风光已逝，2016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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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阻挡与支撑：2011年初历史高点 10190形成的下压线，运行位置在 6400；2009年

初低点 2817形成的支撑线，运行位置在 5400，两者结合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伦

铜的运行区间为：5400-6400。 

短期来看，2020 年 1 月下旬跌幅较大，且周线形成向下跳空缺口，位置在 5900，

虽然 2月初呈现止跌迹象，但上行力量依然疲弱，因此短期运行恐弱势震荡，区间

为 5400-5900。（参见图 5） 

沪铜 

沪铜指数整体的运行趋势与伦铜一致，小的差异存在于阶段性的下跌抵抗。 

根据阻挡与支撑，未来一段时间，大的波动范围在 42000-49000；短期的波动范围

在 44000-47000。（参见图 6） 

 

图 5：伦铜指数-周线  图 6：沪铜指数-周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伦铝 

从大的运行范围来看：2011年 5月高点 2793形成的长期压力线，运行位置在 2200

附近；2009 年初低点 1278 形成的长期支撑线，运行的位置在 1500 附近。两者结

合起来，伦铝大的波动范围在 1500-2200. 

2018年 5月之后伦铝一直呈现回落，运行较伦铜更加疲软，目前尚未有止跌迹象，

当前在 1700附近，后市仍有下压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2019 年之后伦铝的回落速度明显减缓，2019 年下半年之后进一步

趋缓，类似缓慢的平台下移，成交密集区在 1900 偏下，因此中短期的波动空间放

在 1500-1900。 

技术指标，周线 RSI与 MACD均多次呈现底部背离，显示下跌的力量减弱。（参见图

7） 

沪铝 

沪铝的波动幅度不及伦铝，2019 年之后的运行，沪铝整体弱势但呈明显的抗跌走

势，即横向摆动，因此对于沪铝未来一段时间的运行判断，参考其横向摆动区间， 

由于沪铝走势又不能独立伦铝，伦铝未来仍以弱势运行为主且还有回落空间，因此

沪铝的横向摆动区间适当向下微调修正，大体在 13000-14000。 

 

图 7：伦铝指数-周线  图 8：沪铝指数-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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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伦锌 

伦锌指数 2017 年的运行出现一些异常，2017 年上半年回落幅度不足，下半年至

2018 年初的上升创新高有过猛，使得之后的 7 个月连续回落，2019 年初虽再度反

弹但力度有限，目前指数处于弱势震荡之中。2017-2018年期间的运行异常原因不

探讨，由于 2019 年已经回复正常运行，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参考 2012-2013 年的运

行，即可能呈现横向震荡，区间大体在 2000-2500。 

技术指标，月线 RSI与 MACD显示偏弱势的摆动。（参见图 9） 

沪锌与伦锌运行的同步性良好，大体估算未来一段时间的波动区间在16000-20000。 

伦镍 

镍的走势通常情况下较为缓慢，但 2019年 8月之后出现了大起大落。2016年初的

上升线依旧保持，对应的支持位在 12000附近，最近半年的时间调整较为充分，已

经靠近支撑线，虽然后市能否再度走强不确定，但 12000点附近风险不大，重点关

注。（参见图 10） 

沪镍与伦镍运行的同步性良好，对应的支撑位置在 10000偏下，因此靠近或跌破是

较为安全的介入位置。 

 

图 9：伦锌指数-月线  图 10：伦镍指数-月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黄金 

CMX黄金自 2015年底开始回升，运行分为几个大的阶段：2016-2018年 8月这段期

间，呈现出累积幅度较大的上涨与下跌，上涨与下跌的时间也花费较长，即这段时

期黄金是个看上去运行缓慢，但累积涨或跌的幅度并不小，需要耐心持有或是耐心

等待的品种；2018 年 8 月之后，上行开始加速，大涨小跌，强势显现；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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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后，再度加速，但波动有所加大。经过上述的一系列运行之后，形成了三条不

同速率的上升线，未来没有加速的余地了，反而需要提防风险的随时出现。 

2019 年 8 月的最陡峭的上升线对应的位置在 1550，2018 年 8 月对应的上升线在

1400 偏下，2015 年底上升线对应位置在 1250 偏下。因此支撑分为三档：1550、

1400、1250。短期看，指数可能会在 1550上方震荡。 

技术指标：周线 RSI与 MACD均出现背离，月线 RSI超买区背离，提示风险。 

目前金油比再度高企接近 30，由于原油未来运行维持区间震荡，因此当前黄金价

格偏高；美元指数依然维持强劲，对黄金的上涨形成制约。（参见图 11） 

沪金指数有做头部的嫌疑，也有可能只是高位箱体震荡，目前还不能确认，暂按330-

360区间波动，再观察。（参见图 14） 

 

图 11：CMX 黄金-周线  图 12：沪金指数-周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大豆 

美豆指数，2018 年下半年至今一直处于低位横盘的状态，区间大约在 850-950。

2016 年 6 月小高点形成的中短期压力线近期位置在 950 略高，因此短期越过 950

难度很大，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依旧维持窄幅横盘状态。大豆是中美贸易摩擦农产

品种的重要品种，在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之前运行恐难以改变。但从美豆运行历史

来看，800一线的位置是 2007年之后的底部，因此风险很小。（参见图 13） 

国内豆一指数从历史运行来看，与美豆指数运行趋于一致，但存在阶段性的运行差

异。2019年 12月至今，豆一指数出现快速拉升，从 3500上涨至 4200附近，2017

年初的阶段高点 4400 点附近有阻挡，目前已经接近。进过持续的拉升，月线指标

开始超买，但还能再推升一些；周线指标严重超买；日线指标严重超买后有回落出

现背离迹象。综合来看，豆一指数短期可能在 4000-4400间震荡。（参见图 14） 

 

图 13：美豆指数-月线  图 14：豆一指数-美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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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马棕榈油 

马棕油指，2019 年上涨 37%，位居大宗商品涨幅之首，但 2020 年开年遭遇大幅下

跌 14.5%。2019年的上涨，在年末向上突破了 2008年初历史高点形成 4398长期压

力线，显示了走势的转强，一般来讲突破之后会有一个回撤确认，因此 2020 年初

的回落属正常调整，但是回落幅度过大，因此需要思考的是之前的突破会不会是假

突破，之后再慢慢向 2000 点回落？因此技术上对回落需要做一个限定，以增加对

突破性质的判断。短期看可能会围绕压力线震荡，之后若能重新站稳 2700，则突破

有效，后市继续向上且空间打开，若不能站上，则为假突破，后市可能进入较长时

间的调整。（参见图 15） 

豆油 

国内豆油 2019年下半年出现持续上涨，向上突破了 2011年 3月高点形成的压力线

10964-7340，走势出现明显回暖。2020年初指数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主要是对之

前上涨的调整，由于指数 5200的底部较为坚实，且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9年上半

年有个成交密集区（5200-6000），因此 6000 附近就有支撑作用显现。由于指数刚

脱离底部不久，也不远，因此短期调整至 6000附近后，后市大概率止跌回升。（参

见图 16） 

 

图 15：马棕油指-月线  图 16：豆油指数-月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白糖 

境内白糖指数 2019年开始止跌回升，全年保持升势，2020年初出现大幅波动，但

震荡上行通道保持良好，未来指数将继续沿着通道上行，当前通道的上下边界为

5500-6000可作为短期操作的参考。由于白糖具有周期性，目前处于周期的上涨阶

段，预期可持续今年全年，因此未来指数将逐级推升，不断创出新高。 

技术指标运行良好：RSI 处于强势区运行，且不超买；MACD 多头市场，震荡推升。 

将境内外白糖运行对比，可以看到两者运行趋势一致，差异在低点的启动时间，两

者轮流先后启动，最近的这次上涨，境外先于境内启动 4个月。两者的高点时间基

本同步，目前两者均没有见高点的迹象，仍处于上升过程当中。（参见图 18） 

 

图 17：白糖指数-周线  图 18：境内白糖-境外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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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橡胶 

国内橡胶指数与日胶指数运行的同步性较好，差异仅存于细微之处。 

橡胶处于低位运行，几乎没有下行空间。国内橡胶指数 2018 年之后一直在 10000

点的低位徘徊，日胶指数在 15000-21000低位区域震荡。因此，国内橡胶指数 10000

点、日胶指数靠近 15000，安全性很大。 

日胶指数上一次低位徘徊良久是在 1999-2001年，这一次低位徘徊的时间将持续多

久目前不好判断。（参见图 19） 

螺纹指数 

2015年底低点 1616启动上涨行情，至 2018年 8月达到高点 4441，之后回落，2018

年底跌破上升线，上升趋势结束，虽然 2019 年上半年再度尝试回升，实际上是上

行趋势扭转初期的抗争，抗争失败，再度回落，并形成 4441 下压线，近期运行位

置在 3600 附近。当前运行的问题是，虽然已经转为跌势，但价格死守 3200 一线，

拒绝进一步回落，形成僵局，这种僵局也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因此短期价格可能

在 3200-3600区间震荡。（参见图 20） 

 

图 19：日胶-国内橡胶对比  图 20：螺纹指数- 月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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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负责编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 

1. 本报告所述所有观点准确反映了本人对上述美股、港股市场及其证券的个人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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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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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相关义务或者责任；如果因此给我公司造成任何损害的，接收人应当予以赔偿。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我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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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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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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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

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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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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