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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广大客户充分了解国内外

农产品市场现状，汇易咨询网组织

调研人员深入市场进行实地考察、

信息采集和数据搜集，充分了解市

场的生产、消费情况以及政府政策

实施状况，并对这些结果进行系统

全面的加工和整理，为客户提供权

威的市场分析报告。此报告仅供参

考，不构成任何交易责任。本产品

版权属汇易咨询网所有，禁止任何

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汇易咨询网

协议授权影印、摘录等任何方式和

方法加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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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2017 年对于我国蛋氨酸市场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诸如新和成的加入，

国产蛋氨酸厂家达到 3家，年产量亦达到 26万吨，年增长超过六成，摆脱了以

往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而正因为我国国产厂家数量以及产量的增加，我国蛋氨

酸品牌间竞争亦达到空前热度，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的价格洼地。 

 
2017年我国蛋氨酸市场主基调仍是下跌，年中价格低点跌破 20元/公斤关

键整数关口，较 2016 年下跌 29.76%。其中价格低点为 6 月，全国均价跌破 20000

元/吨，这已较 2014 年高点水平下跌 83%，这已跌至十年来的低位水平。JCI分

析认为，在国内外蛋氨酸产能积极扩张的大背景下，价格下跌难免，2017 年上

半年 H7N9禽流感卷土重来，严重冲击我国家禽养殖业，扩大了供需基本面的失

衡态势；此外，2017年我国蛋氨酸进口量同比增幅仍超过 6%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水平，以及国产蛋氨酸产量大增，多重因素共振，造成了蛋氨酸价格暴跌。  

 

决定市场价格长期走势的仍是基本面。2018 年全球蛋氨酸产能版图扩张仍

在进行时，在我国蛋氨酸市场供需基本面过度失衡的背景下，若没有意外事件发

生，中长期来看我国蛋氨酸市场仍处于下行通道之中，熊市仍难言底。 

 

 

 

 

 

 

 

 

 

 

 

 

 

 

 

 

 

 

关键词：    熊市   暴跌  产能扩张 产量增加  进口量  祖代种鸡  H7N9   

养殖效益  饲料消费  

 

 

2017 年我国蛋氨酸市场

主基调仍是下跌，年中价

格低点跌破20元/公斤关

键整数关口，较 2016 年

下跌 29.76%。其中价格低

点为 6 月，全国均价跌破

20000 元/吨，这已较 2014

年高点水平下跌 83%，这

已跌至十年来的低位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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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中国蛋氨酸市场价格走势回顾： 供大于求格局明显，2017

年我国蛋氨酸市场价格狂跌三成 

2017 年我国蛋氨酸产能大幅扩张，市场供需失衡态势加剧，市场价格狂跌

不止，据 JCI 统计，2017 年我国蛋氨酸市场均价为 22616 元/吨，较 2016 年下跌

29.76%。其中价格低点为 6 月，全国均价跌破 20000 元/吨，这已较 2014 年高点

水平下跌 83%。 

全年价格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上半年 H7N9 禽流感卷土重来，严重冲击我国家禽养殖业，与国内蛋氨酸产

能扩张、进口量大增的共同夹击之下，价格一路下滑至历史低点；进入三季度，

夏季高温天气令家禽养殖业脱离了上半年的亏损境地，饲料消费形势开始回升，

对蛋氨酸市场需求形势有所撑托，同时环保督察“雷厉风行”，对国内蛋氨酸生

产有所限制，加之下半年进口量疯涨势头有所抑制，故三季度价格回升； 

然而好景有限，进入四季度市场我国国内环保督察巡视结束，国产蛋氨酸环

保压力减轻，进口量上升，供需失衡之矛盾突出，价格再度探底下滑，时至今日

这种探底之势仍未结束。 

 

2、 2017 年中国蛋氨酸供应形势概述 

2.1   2017年中国产蛋氨酸产量持续增加，市场压力有增无减  

2017 年全球蛋氨酸供应格局再生变化：新和成 5 万吨新增产能于上半年批

量投放市场，全年产量达 3万吨；宁夏紫光蛋氨酸产销量连年增长， 2017年产

量或达到 9.5-10 万吨，销量也将达到 9 万吨的高位，较上一年度增长 38%；蓝

星安迪苏液体蛋氨酸产量达 13 万吨，综合来看，2017 年中国蛋氨酸产量高达

25.5-26 万吨，较上一年度增长超过 60%，全球产量将较 2016 年增加 8%。由于

去年我国蛋氨酸产量大幅增长且生产厂家增多，打破当前我国蛋氨酸五大品牌

“分踞”之局面，令我国蛋氨酸市场供应面压力仍趋势性偏大，品牌之间竞价销

售也将较以往更加激烈。  

2017 年我国蛋氨酸价格

暴跌至十年低点，6 月市

场低点仅 19800 元/吨，

较 2014 年价格高点下跌

83%。  

2017 年中国蛋氨酸产量

同比增长 6成，全球蛋氨

酸供应商增加至 8家，供

应量同比增长8%。2017年

产量或达到9.5-10万吨，

销量也将达到9万吨的高

位，较上一年度增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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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 年我国蛋氨酸进口量趋势性增长，国内供应压力山大 

据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累计进口蛋氨酸 16.38 万吨，同

比增加 0.97 万吨，增长 6.16%，增幅与 2016 年大致相同。 

 

此外，随着进口量的增长，进口单价呈下跌态势，如去年 7 月跌破 2000 美

元/吨大关，降至历史以来最低水平。全年进口均价为 2355 美元/吨，同比下跌

24.52%，降幅亦基本与国内市场价格跌幅相符，这对我国蛋氨酸市场进口成本面

的支撑力度节节下滑。 

据海关最新数据显示，

2017 年 1-11 月我国累计

进口蛋氨酸 16.38 万吨，

同比增加 0.97 万吨，增长

6.16%，增幅与 2016 年大

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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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命年”不太平，疫情重创 2017 年家禽养殖市场 

3.1  2017 年上半年疫病冲击，我国家禽养殖业损失惨重 

2017 年正值家禽“本命年”，市场却并非一帆风顺。2017 年初我国经历了

H7N9 的第五轮流行，此次的 H7N9 不仅比往年来的更早，年初的人感染人数也

比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加。 

 

此外，去年 3 月首次于永州的蛋鸡养殖场中发现 H7N9 疫情以来，全国共

通报 9 起养殖场 H7N9 疫情，共扑杀家禽近 100 万羽。这是自 2013 年以来，

H7N9 对家禽业造成损失最大的一年，因 H7N9 带来的家禽商品价格暴跌，肉、

蛋鸡以及水禽行业的损失超过 400 亿元，这种巨额损失并非短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6/17 年度中国有 16

个省份出现禽流感，病例

数量超过 2013/14年度，

家禽养殖业再度蒙受重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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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国连续三年疯狂扩栏蛋鸡养殖业遭遇二十年巨亏 

由于过去数年中我国祖代蛋种鸡进口量均处于高位水平，这是 2015/2016 年

中国鸡蛋产量连续两年保持 3%以上的增长之重要原因，而 2016 年进口量达到

29 万羽，年增长 247%，据此 JCI 估算，2017 年我国鸡蛋产量也保持 3%以上增

长，产量或达到 3200 万吨，市场供应量严重过剩。  

 

而根据养殖成本利润率与产量同比变化之间关系可以看出，效益与产量呈

反比关系，当产量增速较低时，养殖效益仍可保持盈利，反之，连续两年的快速

增长使养殖效益陷入亏损区间。正因为如此，加上 2017 年一季度 H7N9 禽流感

的强冲击，我国蛋鸡养殖业陷入部分养殖用户所言之“二十年中罕见亏损格局”

之中，上半年效益亏损长达 5 个月。  

2017 年一季度 H7N9 禽

流感的强冲击，我国蛋鸡

养殖业陷入部分养殖用

户所言之“二十年中罕见

亏损格局”之中，上半年

效益亏损长达 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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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七月，高温天气令国内蛋鸡产蛋率下降 10%-15%，加上南方地区暴雨

天气影响鸡蛋运输，鸡蛋价格出现反弹，盈利终扭亏为盈，下半年均处于盈利区

间范围内。由下图可以看出，蛋鸡养殖效益的变化基本与去年蛋氨酸价格走势相

符。 

 

 

3.3、 我国肉种禽进口量连年下滑，肉鸡市场未走出亏损困境 

自 2014 年我国白羽肉鸡因收缩产业规模而主动调减种鸡进口量后，行业开

始正视祖代种鸡过度引进的问题，加之种鸡出口国美国和法国因疾病封关，国内

祖代肉鸡引种进入收缩周期，行业主动去产能。数据显示，2014-2016 年我国连

续三年祖代种鸡进口量下滑，由 2013 年的约 140 万套下降至 63 万套。 

 

进入七月，高温天气令国

内蛋鸡产蛋率下降 10%-

15% 

数据显示，2014-2016 年

我国连续三年祖代种鸡

进口量下滑，由 2013 年

的约 140 万套下降至 63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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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全年高景气度造成 2017 年上半年在产父母代存栏同比上升，肉

鸡供应能力总体上升，此外冻品价格低迷致屠宰场收购积极性不高，以及 H7N9

流感对于整个行业链的冲击，加之 2017 年又有多个省份/地区开始禁止活禽交

易，因此上半年商品代肉鸡即使供应偏少也无法形成持续性的上涨行情。 

而二季度后期，随着禽流感疫病的影响逐步消散，加上市场对肉鸡消费呈回

暖趋势，因此价格呈回暖之势，养殖效益亦好转。 

 

3.4  市场需求连续下滑，2017 年上半年禽料消费持续疲软  

2017 年国内畜禽养殖业总体行情依旧疲弱，其中一季度饲料消费较去年四

季度下滑 2-3 成不等，而四月出现了短暂的回升，5 月-6 月我国禽料消费再度

“恶化”，环比降幅再度升高至 20%-30%，三季度期间高温天气令家禽采食量大

幅下滑，叠加环保限养，可见我国总体肉、蛋禽饲料消费“涨少跌多”，这对于

蛋氨酸市场而言实难起到相应的需求面支撑作用。 

 

 

2017 年上半年我国华南

地区黄羽肉鸡养殖一度

亏损超过 15元/羽。  

 



饲料原料市场报告 

 

8 上海汇易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4、美元加息势头不减，与人民币互动成关注焦点 

大宗商品以美元标价，因此美元的购买力强弱也会直接影响大宗商品的名

义价格。美元指数越高意味着美元的购买力越强，相对就会压低大宗商品价格；

反之，美元指数走低就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特朗普税改利从长远看将好于美元，其一此次税改的核心为减税，可增加企

业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促进美国企业投资与个人消费，从而提振美国经济，为

美元提供上行动能；其二是倘若税改推动经济增长加速、通胀水平走高，美联储

可能加快升息步伐；其三是税改有望吸引美国跨国公司汇回利润，增加美国资本

流入。此外市场有观点认为，美国税改取得重要进展，对市场情绪的影响有利于

美元走强。  

 

 

2016年美国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 3470.4亿美元，根据最近中美贸易关系

可知，逐步缩减贸易逆差，扩大美国货物进口仍是未来中美贸易关系主基调。对

于我国蛋氨酸而言，美元升值或进一步蚕食我国进口商利润，我们知道，2016年

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给我国进口商带来的人民币红利让人记忆犹新，而 2017年

美元强势货币红利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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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对于明年美元升值基本一致，而对于人民走势观点不一，有观点认

为，人民币亦相对美元相对升值，原因在于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债或将加入美国

基建浪潮，享受美国基础设施再改造红利，另外，中国高新技术涌现，助长人民

币有所走强。因而，对于明年外汇走势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5、2018 年我国蛋氨酸市场趋势展望：全球产能扩张仍在进行时，熊市格局

难回头 

蛋氨酸全球扩张的势头仍在继续，据 2017 年年末汇易资讯市场资讯可知： 

1）、2017 年 11 月 10 日，诺伟司国际公司宣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卡尔霍

恩郡(Calhoun County)兴建一座新工厂，液蛋产能将提升 12万吨，该项目最终

协议将于 2018年下半年通过，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0年。 

2）、住友化学在 11月底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新蛋氨酸生产线将会在 2018

年秋季投产，此生产线位于新居滨市爱媛县，新生产线将增加蛋氨酸年生产能力

10 万吨。 

3）、2017年 12月 20日，新和成于投资者平台上发布公告称其完成 49亿元

募资，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年产 25万吨蛋氨酸项目。 

4）、安迪苏西班牙工厂液蛋产能将增加 5万吨。 

5）、2019年赢创德固赛新加坡工厂二期项目将新增产能 15万吨。 

6）、紫光三期项目或增加 10万吨产能。 

由上可见，未来 2 年内全球蛋氨酸产能将达到 245 万吨，较当前增长 45%。

全球蛋氨酸各品牌间价格竞争将进入空前白热阶段，而中国则是最大的“战场”，

未来市场价格走势并不容乐观，而我国环保政策一年严过一年，国内蛋氨酸厂家

成本正处于上升阶段，这是否令其在后期价格战中丧失竞争力，仍值得我们持续

关注。 

 

结束语：我国蛋氨酸生产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产能亦或是成本、技术以及资

本等层面上皆是如此。在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对我国蛋氨酸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把

“双刃剑”——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净进口国到进出口国与市场价格剧烈下

跌，本网认为这是行业巨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们期待新的一年，在没有以外

重大时间发生的情况下，我国蛋氨酸市场能在不断调整中找到新的平衡，尤其是

今年饲料消费或迎来一轮较为明显的增长，对蛋氨酸价格下跌将形成一定的缓

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