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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现货持续反弹 主力合约区间震荡 

一、期货行情回顾 

2018 年 7 月，鸡蛋期货价格指数震荡走弱。主力 1809 合约 7 月首个交易日早盘拉升，

创新高 4274 后回落，日收长上影线阴柱。随后期价震荡走弱，4000 支撑较强，总体仍维持

4000-4200 区间震荡行情。7 月 2 日开盘 4202 元/500 千克，7 月 31 日收盘 4084 元/500 千

克，累计收跌 3.45%。 

图表 1：鸡蛋期货价格指数（单位：元/500 千克）    图表 2：鸡蛋 1809 合约（单位：元/500 千克） 

    

资料来源：文化财经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文化财经  光大期货研究所 

 

二、现货行情回顾 

图表 3：鸡蛋现货价格指数（单位：元/斤）        图表 4：全国淘汰鸡均价（单位：元/斤）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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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华鸡蛋现货价格指数 7 月震荡走强。7 月 2 日芝华鸡蛋价格指数 3.10 元/斤，7 月 31

日 3.93 元/斤，上涨 0.83 元/斤。6 月在产蛋鸡存栏中，大蛋占比减少，且中蛋仍未恢复，但

淘汰环比下降，综合考虑，预计 7 月大蛋在产占比变化不大。同时全国步入高温天气，鸡蛋

产蛋率下降，鸡蛋供给总体减少。受到 7 月鸡蛋供给偏紧影响，现货价格持续走高。 

7 月 18 日，商品代蛋用鸡苗价格 3.22 元/只，较上月小幅下降，预计 7 月育雏鸡补栏稳

中下降。由于生猪价格反弹，以及养殖户淘汰意愿减弱，淘汰鸡价格震荡向上。7 月 30 日，

芝华公布的全国淘汰鸡均价 4.30 元/只，较 6 月 29 日下降 0.5 元/只。 

 

三、基本面影响因素 

1.6 月在产蛋鸡存栏继续恢复 

根据芝华对蛋鸡存栏数据的统计监测，2018 年 6 月在产蛋鸡存栏量为 11.05 亿只，环比

增加 1.12%，同比去年增加 4.92%。从规模方面来看，5 万只以下规模蛋鸡养殖户在产蛋鸡

存栏量减少，5 万只-10 万只规模蛋鸡养殖户在产蛋鸡存栏量减少，10 万-50 万规模蛋鸡养殖

户在产蛋鸡存栏量增加，50 万以上规模蛋鸡养殖户在产蛋鸡存栏量增加。 

6 月在产蛋鸡存栏继续小幅增加，恢复进度较 5 月有所加快。这主要是由于 6 月老鸡淘

汰量基本较前月持平，随着前期大规模补栏的育雏鸡逐渐进入开产期，在产蛋鸡存栏量恢复

进度较前月有所加快。但根据历史在产蛋鸡存栏的图表，仍可看出，6 月在产蛋鸡存栏仍处

于历史较低水平。 

图表 5：在产蛋鸡存栏（单位：亿只）            图表 6：历史在产蛋鸡存栏（单位：亿只）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2．育雏鸡补栏环比增加 

根据芝华对蛋鸡存栏数据的统计监测，2018 年 6 月育雏鸡补栏 8512 万只，环比增加

4.13%，同比增加 57.14%。从规模方面来看，5 万只以下规模蛋鸡养殖户育雏鸡补栏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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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只-10 万只规模蛋鸡养殖户育雏鸡补栏量减少，10 万只以上规模蛋鸡养殖户育雏鸡补栏

量增加。 

6 月育雏鸡补栏维持高位，并环比增加。随着这部分补栏的育雏鸡逐渐进入开产期，下

半年在产蛋鸡存栏将延续增加态势。在产蛋鸡鸡龄结构中，后备鸡占比大幅增加，大蛋在产

延续小幅下降，而中蛋在产增加不明显。但由于本月现货价格持续走高，养殖户淘汰意愿减

弱，预计 7 月在产蛋鸡中，大蛋占比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图表 7：育雏鸡补栏（单位：万只）             图表 8：鸡龄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3.鸡蛋养殖扭亏为盈 

图表 9：鸡蛋净利润（单位：元/斤）               图表 10：蛋鸡养殖利润（单位：元/只）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7 月全国高温天气，现货价格持续走高，养殖利润持续向好。每斤鸡蛋养殖利润由 6 月

30 日的亏损 0.01 元/斤，到 7 月 31 日的盈利 0.57 元/斤，增加 0.58 元/斤。每只蛋鸡养殖利

润持续走高，由 6 月 30 日的 19.52 元/只，到 7 月 31 日的 22.27 元/只，本月共上涨 2.75 元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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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6 月在产蛋鸡鸡龄结构占比可以推测出 7 月在产蛋鸡存栏中，大蛋在产占比基本稳定，

但即将淘汰老鸡占比增加。同时叠加高温天气，蛋鸡产蛋率下降，短期供给偏紧，由此推高

鸡蛋现货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本月生猪价格反弹，进一步提振了鸡蛋现货的价格。每斤鸡

蛋养殖利润扭亏为盈，养殖户淘汰意愿减弱，本月老鸡淘汰量环比持续减少。 

4.贸易形势偏强运行 

7 月 31 日，芝华日报显示，鸡蛋收货偏难，走货速度变慢，库存较少，贸易商看涨预期

减弱，预计短期蛋价将震荡调整。 

本月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的在产蛋鸡产蛋率下降，短期供给偏紧。同时，由于前期库存较

小，贸易商开始增加备货，现货需求稳中偏强运行。基本面得到改善，现货价格持续走高。

最新一周芝华贸易评分显示，走货评分上穿收货评分，说明鸡蛋现货价格处于上涨阶段，短

期贸易形势较好。 

图表 11：鸡蛋贸易形势                         图表 12：周度库存量（箱）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芝华数据  光大期货研究所 

 

四、8 月份关注焦点 

1. 7 月份在产蛋鸡恢复进度 

2. 中秋对于需求的恢复与在产增加的博弈 

3. 鸡蛋现货价格走势 

4. 替代品生猪价格走势 

 

五、8 月份操作策略 

6 月大蛋占比继续小幅下降，叠加高温天气蛋鸡产蛋率下降，短期供给偏紧。前期贸易

库存较少，贸易商有补货意愿，需求得到小幅提振。基本面情况转好，现货价格持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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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货价格的持续走高，养殖利润扭亏为盈并持续向好，养殖户淘汰意愿减弱，老鸡淘汰

量连续 4 周环比下降，预计 7 月即将淘汰老鸡占比增加。期货方面，期价一方面受到现货价

格强势影响，4000 以下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市场对于未来在产蛋鸡存栏大幅增加的预期，

压制反弹力度，主力 1809 合约延续 4000-4200 区间震荡行情。总体来看，交易量、持仓量

低于历史同期，说明现阶段市场参与度较低。中长期来看，随着 2017 年四季度开始的大规

模补栏的育雏鸡逐渐进入开产期，下半年在产蛋鸡存栏将大概率大幅增加，在没有大规模突

发疫情的情况下，现货价格大概率下跌。后市建议，前期多单止盈离场后观望，等待后市做

空机会，继续关注在产蛋鸡恢复情况及现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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