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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盘走势

期货投资咨询证号：

美元：今晚震荡；波段，98 支撑，注意上方 100 附近压力。

Z0001237

美豆 11 月：今晚震荡或偏跌；波段，压力 900-880，震荡，支撑 830-840.

:021-65789253

豆油 12 月：今晚小幅下跌；波段，震荡，小区间 28-29.5，大区间 27-30。

: jianghongyan@chinastock.com.cn

马棕油 11 月：今晚震荡；波段，震荡对待，注意下方 2130 附近支撑。
伦铜指数：今晚震荡；波段，注意 5800-5850 压力，支撑 5450-5500。
ICE 原油 12 月：今晚偏涨；波段，近期在 60 附近上下震荡，暂时无趋势。
日胶指数：今晚震荡；波段，压力 170，弱势，支撑 150 附近。
COMEX 金 12：今晚震荡；波段，关注 1480 支撑，多头趋势不变，仍会上探 1700.
COMEX 银 12：今晚震荡；波段，关注 17.5-18 支撑，多头不变，仍会回 20 之上。

二、期权品种
豆粕 2001-期货/期权
因中美通话 10 月初将再度谈判，力争取得实质进展，使得市场对其有乐观预期。这一
消息对豆类形成打压。另外，另一不确定因素，9 月份仍需警惕是否会炒作早霜可能。就基
本面而言，粕类整体市场的矛盾点并不明显，而多空在不确定因素上依然会博弈。因此，这
将会导致价格仍会有上下往复。盘面走势上，价格 3000 一线受压，在利空带动下回落，2900
是节奏支撑，强支撑 2800。就节奏上看，未来在 3000-2800 区域的节奏会比较混乱，持仓
难度加大，因此，交易上建议短线择机参与，否则放弃。期权方面，未来会在 2800-3000
区域震荡为主，但节奏上主要取决于不确定因素的突发，并不易把握，因此，建议观望为主。
1.期货：观望。2.期权：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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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2001-期货/期权
基本面上，供应端产量较为乐观，下游消费无论是饲料还是淀粉（尤其造纸），较去年
同期表现差，这些均将限定玉米价格的上方空间。从中期走势来看，玉米的上行动力和空间
被锁定，1950 可能会成为 2-3 个月的重要压力。盘面走势，上方 1920 附近对价格形成了
重要压力，而下方在 1880-1850 一线支撑明显。当前位置并不具备太强的波动性，因此，
继续观望。期权方面，短节奏有反弹动力，但动力较弱持续性差，因此，建议观望。
交易策略：
1.期货：观望。2.期权：观望
白糖 2001-期货/期权
中长期逻辑上，白糖与豆油较为相似，两者具有类似的背景：1.库存预期下降拐点；2.
绝对价格低；3.资金关注，4.企业库存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中期，依然会上探 5800-6000 一
线。波段走势上，价格在反复夯实 5300-5400 支撑后，企稳反弹，就周线来看，多头势头
依然保持良好。但日线节奏上，价格的持续上涨动力仍不足，仍不排除价格会在 5600-55005400 两个区域内反复，当前处于第一个区间，而节奏也较为难把握。操作上，暂时短线偏
多灵活参与。期权方面，虽然势头偏多，但节奏上的反复，会使得期权价格受损，因此，当
亲观望为主。
交易策略：
1.期货：观望。2.期权：观望
棉花 2001-期货/期权
棉花市场的弱势，依然来自于需求端的弱势。一方面自身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因中美摩
擦造成出口限制。因此，棉花趋势上空头格局未改变，未来依然是弱势震荡下行为主。当前，
由于中美贸易重启谈判，使得棉花大幅反弹并盘中触及涨停。就盘面走势上看，长期趋势空
头格局仍未变。但日线和周线走势上超卖，并受消息炒作出现反弹，短节奏上以情绪修复反
弹对待，而上方 13500-14000 将逐步形成较强压力。因此，此反弹追多的意义不大，但势
头上短期除非有利空因素促动，否则下行也很较难。建议观望为主。期权方面，当前价格为
不上不下，且不确定因素仍会扰动价格，因此，暂时不参与。
交易策略：
1.期货：观望。 2.期权：观望。
沪铜 1910-期货/期权
自 2018 年年中，个人一直认为铜不具备太明显的趋势性机会行情，而当前这个观点依
然未变。
中长期来看，尽管震荡重心有所下移，但是整体仍无明显趋势，未来仍主要是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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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0 区间震荡。由于全世界经济增长降速，使得工业需求持续低迷，铜价格也将维持弱
势。波段走势来看，铜并无明显趋势，当前依然未摆脱 48500-45500 区间震荡走势，而区
间内的波动多受外围市场消息的炒作，而节奏上也并不顺畅。因此，继续以区间震荡观望为
主。期权方面，区间震荡格局，而波动反复且剧烈，暂时无明显趋势，因此观望。
交易策略：
1.期货：观望。2.期权：观望。
橡胶 2001
橡胶的整体弱势来自于，疲弱的基本面状态。汽车库存积压严重，需求端低迷，供应端
无缩减，使得价格很难从泥泞中拔腿而出。趋势上来看，橡胶的弱势依然未改变。波段上，
12200-12300 一线压力，之下保持弱势震荡走势格局，下方支撑在 11200-11300。短节奏
上，价格上涨已经触及 12200 附近压力。由于当前并无实质性利多支撑价格继续走强，因
此，注意价格重新回归震荡格局。操作上，观望为宜。期权方面，尽管价格在 12200 受阻，
激进者可尝试卖出 12500 的看涨，但是就节奏上，也看不到顺畅回调的动能和节奏，因此，
建议谨慎做此操作，个人偏向于观望。
交易策略：
1. 期货：观望。2.期权：观望。

三、重点期货品种
豆油 2001
从中长期来看，去库将是一个永存在的话题，对于油脂整体走势，2019 年有望成为一
个趋势转折年，当前处于震荡筑底过程。就中期而言，价格仍会回归 6500 之上水平。另外，
在交易去库因素同时，也需要警惕未来是否对早霜炒作，从而在成本推动下进行新一轮上涨。
波段走势上，价格回调在 6000 点支撑，出现了较强的反弹走势，有回调结束迹象，但中美
谈判缓和的影响又使得节奏并未显得特别稳固。就技术上看，下方 5900 支撑，上方 6350
压力。短节奏节奏波动较为剧烈且反复，相对整体幅度来看，无论是多空持仓都很挑战心理
的折磨，因此，建议观望。
交易策略：观望。
棕油 2001
受马来等国外市场影响，棕榈油价格近期波动剧烈，但就趋势而言，整体依然会强于其
他二油。就盘面走势看，当前下方支撑在 4650-4700 一线，波段压力 5000-5100 附近，维
持了宽幅震荡。由于均线走势较为混乱，因此，近期仍不排除价格的剧烈反复。短节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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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可以 4750-4900 区间震荡对待，暂且观望为宜。主要原因：整体波动幅度的剧烈与利
润空间不成比例。
交易策略：观望
菜油 1909
由于菜油整体供应上未来偏紧，毫无疑问，因此，趋势上是三油脂中最为抗跌的品种。
与此同时，它也是波动较为剧烈的品种：1.盘子承载小；2.间接受中美（中加）关系影响。
尽管整体上涨过程中菜油并不是最强的，但在弱势格局中，菜油的相对强势显现。尽管当前
可能会展开一段时间的整理走势，但仍不影响未来上探 7800-8000 一线的可能（但是这对
交易没有实质意义）。盘面上来看，下方 7200 支撑仍很坚强（除非中加进口问题真的实质
解决），而上方当前主要压力 7500。整体来看，中长期基调依然偏多。但波段处于震荡偏
回调走势，回调空间相对有限。操作上，暂时不适宜趋势交易持仓，若参与可短节奏参与回
调，但注意 7200 的支撑。
交易策略：观望或参与短节奏空
菜粕 2001
菜粕和豆粕基本状况相似，当前并无太主要的矛盾点支撑价格走出单边走势，走势强弱
上，仍然受整个菜系和豆类的强弱影响，出现节奏性波动。从中期来看，未摆脱 2600-2200
的大区间震荡。由于中美关系缓和的新闻，菜系整体反应特别敏感，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
但从盘面而言，大区间震荡为破位，而波段 2250-2200 支撑会限制持续的下跌动力，而上
方 2400-2450 也会限制上行空间。在 200 点的波动区间里，而其单日波幅高达 80 点，加
上不确定因素的扰动，在这样的市场行情里，无论采取怎样的操作，除非在区间两级，否则
交易仍是高难度的事情。因此，建议量力而行。
交易策略：观望。
鸡蛋 2001
从周期来看，
鸡蛋价格在 2016-2018 年一直处于相对低位运行，在上一轮养殖淘汰后，
经历了较久的价格低谷，必然会导致蛋鸡低存栏的状况。从走势来看，预估 2019 年将成为
价格摆脱低谷的第一年，因此，也要特别密切关注未来蛋鸡存栏的推演。中期趋势上，4250
之上保持多头思路不变。波段走势上，多头趋势依然不变，但价格在 4500 一线受到短节奏
压力，势头有望回调 4300 一线，因此，当前位置继续持多意义不大，暂时保持观望。等待
4300 附近表现。
交易策略：观望
焦炭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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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黑色产业链，中长期趋势的空头格局已定，但就节奏而言，更多以波段的区间震荡
下移呈现。当前价格在前期利空的助推下，波段下跌在 1800 附近获得一定支撑，尽管未来
仍会有低点出现，但就当前而言，会出现阶段的反复走势。势头上看，阶段价格反弹有望试
探 2000 一线，强压力 2050，前者为主。由于，反弹幅度有限，但节奏反复，因此，持仓
谨慎。若参与建议短线应对。
交易策略：观望。
铁矿石 2001
从铁矿石的前期走势来看，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国外的供应端问题，而国内需求端对其影
响相对有限。在国外驱动力消化殆尽之后，价格从强势逐步转弱，当前有提前消化预期需求
消减的迹象。尽管，阶段走势受钢厂利润和库存影响，原料端的松紧，但整体格调依然不变。
就波段走势来看，反弹 650 开始压力显现，但不排除价格进一步震荡上探 690 附近可能，
只是节奏较为反复。而下方在 600-620 一线支撑也较为明显。在没有明显的矛盾逻辑下，
也要警惕价格围绕“压力 680-700，支撑 620-600”区间内波动。因从预期波动率和整体
震荡幅度来看，持仓的难度较大。操作上，建议短线交易为主，不持仓。
交易策略：观望。
螺纹 2001
从中长期来看，螺纹下游需求的逐步减少几乎已成定局，只是未来要继续关注需求数据
的重要节点。这也将是新一轮下跌的动力。中期来看，仍会有下探 3000 附近可能。就波段
而言，价格 3200-3250 一线基本消化了当前的基本面状况，而随着短期累库状况的消化和
改善，价格进入修复性反弹走势，阶段反弹目标压力位在 3500 附近，意味着 3500 开始将
逐步显示压力。
整体来看 3500-3600 压力带是值得非常重视的位置，
因此，在当前接近 3500
的位置不建议参与多单，观望为宜。但是，在势头未转弱之前，也暂且不要抛空。
交易策略：观望。
黄金 1912
长期看涨贵金属的主要原因：1.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带来避嫌
需求；2.美国经济走弱，加上贸易摩擦，会增加世界各国对货币担忧，由此出现去美元化倾
向；3.全球经济降速，20 多个国家降息，新一轮全球宽松政策，使得资金寻找一个更好的标
的进行保值；4.全球多家央行，开始调整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增强黄金储备。因此，这些都
将支撑贵金属出现长期牛市的根基，未来仍会刷出历史高点。当前，由于中美缓和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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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未来悲观环境的预期有些缓和，但是，回到上文看，中美问题仍是整个宏观环境的一个
维度，并不能扭转全球宏观市场。因此，尽管当前价格出现较大回调，但不改变趋势思路。
当前盘面走势上看，月线级别之上多头思路保持完好。而日线和周线走势出现了阶段超
买，再加上外围市场扰动，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或许一两周，也或许一个月，会在 340-360
高位出现反复震荡。因此，暂且等待节奏的反复，未来仍是等待机会低位做多。若参与短线，
只建议 340-360 区间内逢低做多，不高位做空）。
交易策略：观望。
白银 1912
长期看涨贵金属的主要原因：1.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带来避嫌
需求；2.美国经济走弱，加上贸易摩擦，会增加世界各国对货币担忧，由此出现去美元化倾
向；3.全球经济降速，20 多个国家降息，新一轮全球宽松政策，使得资金寻找一个更好的标
的进行保值；4.全球多家央行，开始调整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增强黄金储备。因此，这些都
将支撑贵金属出现长期牛市的根基，未来仍会刷出历史高点。当前，由于中美缓和问题，使
得对未来悲观环境的预期有些缓和，但是，回到上文看，中美问题仍是整个宏观环境的一个
维度，并不能扭转全球宏观市场。因此，尽管当前价格出现较大回调，但不改变趋势思路。
如上文逻辑，从中长期来看，白银会上涨至 5500 附近位置的思路依然不变。我一直
强调“尽管黄金保值功能强于白银，但在资本追逐中，白银的投机性更强于黄金，加上金银
比已经处于高位，这样也会使得白银未来的空间更有想象力。“此观点依然不变。前期金银
币已经从 90 多修复到 80 附近，而当前的回调白银因投机性强于黄金，跌幅较黄金明显，
由此也会再度将金银币提升到 80 以上。在如此高的金银币状况下，依然是有利于白银市场
的投资。
就波段走势而言，因整个贵金属市场经过持续单边拉升后，黄金和白银均出现日线和
周线的短节奏超买，同时，宏观市场的关于中美关系改善预期，都成为借机回调的契机。值
得注意的是，此轮下跌中，白银持仓大幅减少，且跌幅更明显。说明自 4000 点拉升以来的
投机资金，出现了高位兑现。这将会影响短期价格迅速摆脱震荡，重新回归强势的节奏。
就走势上看，4400 仍是前期重要的支撑平台，但势头上，由于投机资金的存在，也要
警惕价格震荡反复后，有继续下破 4400 可能。但从中期来看，4200 之上，白银多头思路
依然不改变。对于当前操作来看，4400 附近就绝对价格来讲偏低，适宜多单交易，但是短
期价格可能会在 4400-4700 区域附近来回震荡反复，较此前的顺利单边拉升，要复杂煎熬
的多，因此，建议多单以短线灵活进出应对。
交易策略：多单灵活参与。

四、交易策略

6/8

大宗商品部

投资策略研发报告

期货交易持仓
持仓

无！（黄金、白银，因近期会呈现震荡格局，以区间择机短多参与）

平仓

无
期权交易持仓

无！
友情提示：因本栏里的期权策略主要为方向性策略，故，单品种买权资金使用率控制 5%，
买权总资金使用率建议在 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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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银河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许可证号 30220000）向其机构或个
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提供，无意针对或打算违反任何地区、国家、城市或其它法律管辖区域内的法律
法规。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银河期货。未经银河期货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
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或复印本报告。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银河期货认为本报告

7/8

大宗商品部

投资策略研发报告

所载内容及观点客观公正，但不担保其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
立判断。本报告所载内容反映的是银河期货在最初发表本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银河期货可发出其它与本
报告所载内容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但银河期货没有义务和责任去及时更新本报告涉及的内容并通
知客户。银河期货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告而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银河期货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以确保本报告涉及的内容适合于客户。银河期货建议客户独自进行投资
判断。本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内容适合客户，本报告不构成给予客户个
人咨询建议。
银河期货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联系方式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大宗商品部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大厦 11 层
上海：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白玉兰广场 28 层
网址：www.yhqh.com.cn
电话：400-886-7799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