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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厄尔尼诺发生概率不断提升，从预期厄尔尼诺要来了，

至6月已能明显感受厄尔尼诺的到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目

前强度中等以上，未来半年仍将发展，此次厄尔尼诺可能持续半年，

是史上最长的一次。此次厄尔尼诺将对全球天气产生明显影响，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将会明显增多。太平洋西岸东南亚、南亚和澳大利

亚的干旱概率提升，太平洋东岸南北美地区降雨增加。至于厄尔尼

诺对我国天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将大概率出

现暴雨洪涝，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将大概率出现气象干旱。 

厄尔尼诺天气会在一定周期内明显改变全球天气，对靠天吃饭

的农业影响较大，本文循天气及农产品自身供需的路径，探索厄尔

尼诺对相关农产品的影响。 

一一一一、、、、厄尔尼诺天气厄尔尼诺天气厄尔尼诺天气厄尔尼诺天气    

厄尔尼诺现象，主要指太平洋的热带海洋和天气发生异常，使

整个世界气候模式发生变化，造成一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又降

雨量过多。这现象往往持续好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影响范围极广。 

在正常状况下，北半球吹东北信风，南半球吹东南信风。信风

带动海水自东向西流动，形成赤道洋流。热带太平洋区域的季风洋

流从美洲走向亚洲，使太平洋表面保持温暖，给印尼等太平洋西岸

赤道周围地区带来热带降雨。但这种模式每2—7年被打乱一次，使

风向和洋流发生逆转，太平洋表层的热流就转而向东走向美洲，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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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便带走了热带降雨，出现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 

图1、正常情况下的信风及洋流活动 

 

来源：中国地理 

SOI指数(南方涛动指数)和SST指数(热带太平洋海表面温度)

是反应厄尔尼诺现象的重要指标。两者反映了厄尔尼诺现象的活跃

程度。当SOI连续低于-8时或者海温连续三个月正距平在 0.5℃以

上，标志着厄尔尼诺的开始。从图2南方涛动指数看，2015年3月和

5月的涛动指数均低于-8 ，进入厄尔尼诺年。 

相反的，如果南方涛动指数出现持续性的正值或者南美沿岸海

温连续三个月负距平在 0.5℃以上，则该年有反厄尔尼诺现象也就

是拉尼娜现象。 

图2、南方涛动指数（SOI）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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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厄尔尼诺对全球天气的影响厄尔尼诺对全球天气的影响厄尔尼诺对全球天气的影响厄尔尼诺对全球天气的影响    

一般厄尔尼诺始发于5-8月，持续时间在半年以上；主要影响

区域是东南亚、澳大利亚、巴西、印度、中国；从降雨情况来看，

一般会导致东南亚干旱、澳大利亚干旱、印度干旱、巴西(北部少

雨，中南部降雨过多)、中国(北方少雨、南部多雨)；从气温来看，

冬天将导致中国东南地区、美国南部、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南

部和巴西南部气温偏高，东南亚和非洲南部干旱高温，夏天则导致

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和中美洲干旱，巴西中南部高温。厄尔尼

诺现象导致太平洋海面温度上升，通常会造成南美出现暴雨及洪

涝，而造成亚洲和非洲东部地区天气干旱。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NOAA 定义，1980 年至今共发生了强弱不

同的9 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影响程度也各有不同。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1、厄尔尼诺天气的时间分布 

起止年月 

持续时

长-月 

峰值

长度 峰值月份 强度 影响 

1982.05-1983.06 14 2.2 1982.12-83.01 极强 

东南亚、巴西中北部、印度、澳

大利亚降水偏少，中国南方及巴

西南部降水偏多 

1986.08-1988.02 19 1.6 1987.08-87.09 中等 印度、东南亚降水减少 

1991.05-1992.06 14 1.6 1992.01 强 

东南亚、巴西中北部、澳大利亚

降雨减少，中国北方夏天和美国

南部次年春雨减少 

1994.09-1995.05 7 1.2 1994.12 中等 

东南亚前期降水偏少，后期偏多；

巴西北部降水偏少，南部偏多巴

西北部、东南亚、中国北方降水 

1997.05-1998.04 12 2.4 1997.11 极强 
偏少，巴西南部、中国南方、阿

根廷、美国南部降水偏多 

2002.05-2003.02 10 1.3 2002.11-02.12 中等 

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东部、

巴西北部降雨偏少；中国、美国、

巴西三国的南部和阿根廷降水偏

多 

2004.07-2005.01 7 0.8 2004.09 弱 
东南亚、澳大利亚干旱，巴西降

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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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2007.01 5 1 2006.11-06.12 弱 
东南亚、澳大利亚干旱，阿根廷

降水偏多 

2009.07-2010.04 10 1.6 2009.12-10.01 中等 

印尼部分地区及巴西中北部干

旱；巴西南部、阿根廷、乌拉圭

降水多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整理 

三三三三、、、、主要农作物生长主要农作物生长主要农作物生长主要农作物生长周期及自然条件周期及自然条件周期及自然条件周期及自然条件    

厄尔尼诺主要影响赤道周边区域及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等地，具

体看，波及地区为南北美洲、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区及中国南方等

地，对白糖、棕榈油和大豆、稻谷等农产品影响较大。下面简介这

些农作物生长周期及所需的自然条件。 

白糖白糖白糖白糖    

白糖生产原料甘蔗盛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最大的甘蔗生产

国是巴西、印度和中国，适宜种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作物，其整个

生长发育过程需要较高的温度和充沛的雨量，一般要求全年大于

10℃的活动积温为5500℃-6500℃,年日照时数1400小时以上，年降

雨量1200毫米以上。 

图3、广西甘蔗生长周期 

 

来源：中国种植业信息网 

表 2、甘蔗生长周期和对天气要求 

生长周期 时间 日照温度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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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期 甘蔗播种后至蔗芽萌发出

土  

秋季播种：15-20 天 

冬季播种：70-110 天 

发芽适宜温度是 25-27℃，

最适宜温度是 30-32℃，超

过 40℃抑制萌芽，20℃以下

发芽缓慢，13℃以下，很难

萌发；萌动芽在 0℃以下被

冻死 

水分不足对发芽不利，土壤

水分过多种茎腐烂蔗芽死

亡，土壤含水量以 20-25%为

宜 

幼苗期 自蔗芽出土有一片真叶至

6-7 片真叶 

蔗苗生长适温是 25℃左右，

阳光不足会抑制幼苗的生长 

幼苗蒸腾量少，生理需水不

多，抗旱能力强。以土壤 

含水量 20%-25%为宜 

分蘖期 由幼苗长出 6-7 片真叶，

其基部节上的芽萌发出

土，到主苗有 12-13 片真

叶 

日平均气温在 20-30℃范围

内，温度越高，甘蔗分蘖越

多，阳光充足有利于分蘖 

降水量多有利冬春植蔗和宿

根蔗分蘖，土壤干旱，雨量

少不利于甘蔗分蘖 

伸长期 自节间开始迅速伸长至缓

慢伸长，是甘蔗生长最旺

盛的时期，是决定产量的

关键时期  秋植蔗：4-10

月 冬植蔗：6-11 月 

高温有利于甘蔗在伸长期的

生长，当日平均气温 30℃左

右蔗茎伸长最快，当在 14℃

以下，甘蔗则停止伸长，需

要充足阳光 

伸长期的需水量最大，旬降

雨 2-3 次，每次降雨量 20-30

毫米对甘蔗生长有利，这段

时期的雨量大小对甘蔗生长

影响最大 

成熟期 蔗茎积累蔗糖分和纯度达

到开榨要求初期至最高的

时期 

最适宜温度是日间气温在

20 ℃以上，夜间气温在

10-15℃，这个温度有利于提

高甘蔗的含糖量；当温度低

于 15℃抑制光合作用，0℃

以下伤害甘蔗，使糖分下降；

需要充足的阳光。 

需要适度的干燥，即大气湿

度低，阴雨潮湿或过于干燥

都会降低甘蔗的糖分 

来源：瑞奇期货 

 

棕榈油棕榈油棕榈油棕榈油    

棕榈油是由油棕树的果仁加工所得。油棕一种四季开花结果及

长年都有收成。油棕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充沛的阳光。因此油

棕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赤道附近，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年平

均气温35℃，雨量充沛，年降雨量2500毫米，气候温暖。东南亚棕

榈油生产受当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产量呈季节性规律变化，每年

的2月份为当年的最低水平，之后逐月增加，至8、9月份达到当年

产量的峰值，之后再产量又呈下降趋势。 

大豆大豆大豆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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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其大豆生长周期与位于

北半球的中国大豆生长周期相似，每年5月份种植，开花期为7月，

结荚期为8月份，收割期为9月和10月。位于南半球的巴西，每年的

11月份种植大豆，开花期为1月，结荚期为2月，收割期为3月和4月，

而阿根廷由于地理位置比巴西较南，其大豆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比巴

西要晚2至4周。 

在大豆发芽之后的60天左右的豆结荚期，北半球一般在7月下

旬至8月上旬。如果气温过高或在开花及结荚期出现干旱天气可能

会使结荚数量减少，每个豆荚的大豆数量减少或大豆重量减轻，从

而影响大豆产量质量及其优良率。通常情况下，7月份的天气情况

对大豆终产量影响较小，但在开花后期及结荚早期（8月份）如果

出现异常干旱高温天气，则会严重影响大豆单产。 

在大豆结荚后的40天左右的大豆落叶期，大豆进入成熟鼓粒

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鼓粒期的长短与降水密切相关，

同时日温差、光照强度都能影响大豆产量和含油量。在大豆鼓粒成

熟期要及时进行灌溉，才能保证大豆单产的稳定。 

图4、大豆生长周期及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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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瑞奇期货 

稻谷稻谷稻谷稻谷    

稻谷是喜温和喜阳作物，对温度和阳光的要求较高。稻谷生长

期主要分为播种、返青、分蘖、抽穗、扬花、灌浆期。不同的时期

对雨水光照需求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扬花灌浆期，需要适宜的光照

和雨水，温度保持在35度左右，晴日较多。 

图5、稻谷生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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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种植业信息网 

四四四四、、、、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的影响    

  从品种上来看，厄尔尼诺可能导致巴西、印度的蔗糖减产，

东南亚的橡胶及棕榈油减产，南美大豆增产、澳大利亚的小麦减产、

中国稻谷减产。从历史表现看，将会导致全球白糖、棕榈油、橡胶、

小麦价格上涨。本文将对大豆、棕榈油和白糖、稻谷进行重点分析。 

（（（（一一一一））））对白糖的影响对白糖的影响对白糖的影响对白糖的影响    

从全球糖产量来看，巴西和印度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5%以上；

因此巴西和印度糖产量对全球糖的供给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糖主

产国的印度和巴西同样在厄尔尼诺的覆盖范围内，厄尔尼诺的发生

使印度和巴西北部甘蔗主产区的降雨量明显减少，干旱天气使糖产

量降低。 

下面我们来看历次厄尔尼诺的发生及相应时间段内糖期价的

变化： 

2006.9-2007.1：厄尔尼诺最高强度达1.0，郑糖主连从3300元

/吨上涨到2006年12月的4000元/吨高点附近后在2007年1月份回落

至3700元/吨附近（厄尔尼诺从最高点1走弱），涨幅约为18%。 

2009.7-2010.4：厄尔尼诺强度最高达1.6。造成巴西中南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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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偏多。过量的降水使得甘蔗糖含量下降，最终导致巴西2011/2012

年度甘蔗总产量下降6%。受此影响，国际糖价连续9个月上涨，一

度飙升至32.64美分/磅，创下历史最高值，累计涨幅达119.71%。

郑糖主连从4000元/吨上涨到2010年12月的5700元/吨后回落至

2010年4月的5100元/吨（厄尔尼诺从1.6的高强度走弱），涨幅约

28%。 

1982—1983 年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使得印度降水偏少，导致

甘蔗的每公顷单位产量受到影响。 

（（（（二二二二））））对棕榈油的影响对棕榈油的影响对棕榈油的影响对棕榈油的影响    

厄尔尼诺发生时，东南亚天气干旱，损及棕榈油产量(通常在

半年左右显现)，BMD棕榈油价格在多次厄尔尼诺出现时期上涨。其

中97-98年严重厄尔尼诺，导致马来西亚棕榈油在98年减产8.2%，

BMD棕榈油价格涨幅近130%，02-03年、06-07年以及09-10年厄尔尼

诺时期，马来西亚棕榈油小幅减产或者产量增速明显放缓，BMD棕

榈油价格上涨33%左右。仅04-05年价格下跌，当年马来西亚棕榈油

减产，但期末库存大幅上升，表明当年需求弱。大连交易所（DCE）

棕榈油上市以来经历了09-10年厄尔尼诺气候，价格上涨30%多。 

由于棕榈油开花结果压榨的长周期，干旱对棕榈油单产的影响

一般滞后半年左右，从2007年到2014年的马来西亚单产数据来看，

厄尔尼诺指数与棕榈油月度单产关系走向波动趋势一致，在厄尔尼

诺发生到消退后的半年时间左右，棕榈油的单产才会有明显回落。

一般来说，棕榈油的单产总体呈现区间运行状态，在非强厄尔尼诺

年份，棕榈油的单产更多呈现季节性走势，棕榈油的单产往往在四

季度下滑、在二季度开始上升，但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将打破棕榈油

单产的季节性波动规律。 如下图表明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量与平

均海平面温度异常（SSTA）存在一定时间差的关系。 

图6、BMD 棕榈油价格与S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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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表 3、BMD 棕榈油价格在厄尔尼诺出现时的表现 

发生年份 发生月份 指数波动区间 BMD 棕榈油反应时间 涨幅 

1997—1998 5 月--次年 5 月   0.56—2.39 7 月 11 日自底部反弹拉升 127% 

2002—2003  5 月--次年 3 月  0.52—1.4 5 月 17 日向上突破，年底触顶 35% 

2004—2005  7 月—次年 1 月 0.59—0.77 价格弱势下跌 -- 

2006—2007 10 月—次年 1 月 0.69—1.18 10 月出价格企稳开始向上 33% 

2009—2010 7 月—次年 4 月 0.53—1.79 7 月反弹后回调，10 月初涨至年底 33% 

 

图7、DCE棕榈油价格与S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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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三三三三））））对大豆的影响对大豆的影响对大豆的影响对大豆的影响    

厄尔尼诺现象对大豆产量无明显不利影响，在多数年份单产上

升，主要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给大豆主产区美国和南美带来充沛雨

水，利于大豆生长。下图为历次厄尔尼诺对美国大豆产量的影响。 

图8、美国大豆产量 

来源：中国产业信息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大豆单产数据。厄尔尼诺现象的选

取以4—10月间起始为主，对当年单产的影响进行分析。夏季发生

厄尔尼诺，美豆基本上以增产为主，在6—7月之后发生厄尔尼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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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产增加更加明显。比如1986年、1994年和2004年，美豆单产较5

年平均增加11%、21.19%和13.32%。对于跨年度厄尔尼诺，1987年

美豆单产比5年平均和上年度增产10.64%和1.80%。2002年仅有的一

次单产下滑，主要是播种进度较低导致的。 

对于南美大豆而言，大部分厄尔尼诺使南美大豆产量增加。

2003年、2007年和2011年发生厄尔尼诺时巴西大豆单产环比较上年

提高5.1%、5.6%和6%；阿根廷大豆单产则环比增幅略小，较上年提

高3.4%、4.5%和1.5%。根据南美大豆的生长时间计算，2015年1—3

月恰逢南北大豆灌浆期间，届时充沛的降水利于大豆生长，预计单

产提高，产量获得丰收。USDA也对南美大豆2015年产量保持了乐观

的预期。 

图9、厄尔尼诺天气与阿根廷大豆单产 

 

来源：USDA，NOAA 

（（（（四四四四））））厄尔尼诺天气对稻谷的影响厄尔尼诺天气对稻谷的影响厄尔尼诺天气对稻谷的影响厄尔尼诺天气对稻谷的影响    

雨水过多对稻谷的生长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

是雨水多，积温不足导致稻谷生长延迟，对双季晚稻产生影响；二

是雨水多不利于稻谷扬花灌浆，导致单产和产量的下降。对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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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产区，雨水的影响会更为显著，上半年的早籼稻生长的延迟

可能导致晚籼稻在下半年生长关键期遭遇寒露风的几率大增，表现

在最终结果上就是品质的下滑和产量的大幅度下滑。 

近年来厄尔尼诺天气对稻谷的影响，表现显著的是1998年和

2010年。1998年和2010年稻谷均减产，当年尤其是下半年双季稻上

市前后（国庆节前后），减产对价格的影响作用显现，稻谷价格快

速上涨。    

五五五五、、、、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影响和展望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影响和展望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影响和展望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影响和展望    

厄尔尼诺现象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天气间接影响到农产品供给

的变化，进而造成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2015年若发生厄尔

尼诺现象，将主要影响巴西、印度的蔗糖，东南亚的棕榈油和南北

美的大豆生产。 

天气会影响作物产量，从而引发供需关系的变动。不过如果农

作物本身的供过于求比较严重，天气也仅可能带来阶段性干扰，但

不足以改变供需格局和价格走势；当农作物正处供需平衡转变阶段

时，即由原来的供应过剩转变为供应紧张，则天气因素会加快转变

过程，对应的价格也将发生趋势上的改变，即由熊市变牛市的转换。   

对于白糖，国产糖是白糖消费的主要供应来源，约占消费量的

70%，进口糖约占消费量的30%。在国内，因种植效益不高以及劳动

力严重不足导致近年来不断缩减种植面积，国产糖进入减产周期。

预计15/16榨季甘蔗种植面积将下降10%，国内食糖供应量继续下

调，2013/2014和2014/2015榨季的期末库存分别为300万吨和190万

吨，预计2015/2016榨季的期末库存为-56万吨，这将意味着由原来

的供应过剩转变成供应不足，供需平衡表将发生质的转变。目前ICE

糖11的价格已经跌破种植成本13美分/磅，市场不可能长期处于生

产成本线以下运行，一旦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天气对巴西和印度的

甘蔗生长产生作用，外盘也将筑底反弹。在内外盘的共振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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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糖未来上涨行情值得期待。目前，等待白糖的回调，逢低做多

是今后交易策略的主体思路。 

棕榈油受制于增产周期的高库存压力，DCE棕榈油指从2011年2

月到2015年2月，经过整整4年熊市下跌，逐步完成去库存化。自2013

年中旬以来，我国棕榈油港口库存持续下降，目前的港口库存约45

万吨，该水平已经接近2010年的历史低位。在国内需求稳定的情况

下，这为未来市场上涨提供较强的支撑条件。同时，预计马来西亚

在5月份后取消出口关税，使得马来西亚出口将大幅增加，这对BMD

油脂未来行情长期利多。如果今年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使得棕榈油

产量增长幅度达不到市场的预期水平，那么将对马来西亚和印尼远

期棕榈油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远期合约涨幅大于近期合约。目前，

棕榈油01合约对09合约的基差逐步扩大正好证明这一点，这说明市

场已经对厄尔尼诺天气因素作出反应。从中长期来看，可以选择战

略性做多棕榈油，操作策略上主要以逢低买入为主，套利方面采取

买远卖近策略。 

当下市场，大豆供过于求，截至5月份USDA报告显示，2015/2016

年度世界大豆转结库存大幅上升，从89.55百万吨增加到96.22百万

吨，存销比上升到31.62%。同时厄尔尼诺可能利于南美大豆增产，

大豆价格压力或将在2015/2016年度增大。转换到国内豆粕的供应

上，豆粕供应压力增加，而国内饲料消费需求的下滑，导致豆粕供

需进入短期失衡状态，豆粕价格承压下行。厄尔尼诺天气对产量增

加的影响，加剧了这种失衡，豆粕价格在2015年都将承受压力。 

稻谷市场与上述市场都有所不同，稻谷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

市场。由于厄尔尼诺天气影响可能导致减产，价格在最低收购价基

础上，可能会有一个飞跃。对应到稻谷期货合约上，可以买入晚籼

稻1601合约，其次是买入早籼稻期货1601合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