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绿洲农商客户须知
——澳大利亚小麦种植业概况

免责声明：本文件所载内容根据物主及其他可靠来源提供的信息，由澳大利亚绿洲农商本着
诚实和端正的态度，尽可能的保持与原文一致的翻译和整理，但对该信息的准确性及其真实
性不做任何形式的担保。如因信赖本文件信息而造成您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失和伤害，澳大利
亚绿洲农商及其相关实体、董事、工作人员和代理人对此不负任何责任。本文件的信息不应
被视为专业法律、金融及投资建议。您需要进行尽职调查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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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本文件所载的全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地图、音频、视频、可供下
载文件等）归澳大利亚绿洲农商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实体所有，绿洲农商授权您参阅以下文件
内容，且仅限于个人和非商业用途。如在上述用途外需要复制、转载、展示、修改及引用等
方式使用绿洲农商版权内容时，须获得绿洲农商或相关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后方可使用。
我们保留随时更改部分或所有文件及其使用条款的权利，您在使用本文件时，将自动接受修
订后条款的约束。

当您使用我们的文件或与我们签订澳洲农场考察及收购意向书时，表示您已阅览并同意本免
责声明和版权声明，即同意接受以上条款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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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小麦种植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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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小麦属（Triticum）植物的统称，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禾本科植物，最早起
源于中东的新月沃土（Levant）地区。小麦是三大谷物之一，产量几乎全作为食用，仅约有
六分之一作为饲料使用。2013年，小麦是世界上总产量第三的粮食作物（7.13亿吨），仅次
于玉米和水稻。全世界有43个国家栽种小麦，中国是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其次是印度、美国、
法国和俄罗斯。澳大利亚是世界第6大小麦生产国。有35%-40%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粮食。

网络图片，世界小麦单产示意图，绿色越深单产越高。

1 小麦的植物学特征
小麦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禾本科，小麦属，有很多品种。温带长日照植物，适应范围较
广，从平原到高地均有栽培。按照小麦穗状花序的疏密程度，小穗的结构，颖片、外稃和芒
以及谷粒的性状、颜色、毛绒等，种下划分为极多亚种、变种、变型和品种；根据对温度的
不同要求，分冬小麦和春小麦两个生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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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野生状态下广泛分布着小麦，由于小麦繁殖能力、耐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在
沙漠地区也会生长。如下图所示，小麦产量最高的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
州及西澳大利亚州，野生小麦有密集的分布，在内陆干旱地区也有分布。

野生小麦在澳大利亚的天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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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大利亚小麦的产区
小麦是澳洲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于1788年随欧洲殖民来到澳洲，其它澳洲生产的粮食自欧
洲移民以来在不同时期来到澳洲。小麦的种植地区覆盖被称为“澳大利亚粮食-绵羊带”的南
部和东部新月形地区。澳大利亚每年出产2,400万吨小麦，占据全球年产量的3.5%，产值72
亿澳元。西澳、新州、南澳、维州和昆州是主要的小麦产地。在澳大利亚多栽种冬小麦，澳
大利亚小麦的播种时节为4月-7月之间，作物生长期为冬季。收获时节于8月始于昆士兰州中
部，逐渐沿东海岸南下到维多利亚州，于1月完成。西海岸小麦的收获时节始于10月份，到1
月中旬完成。

小麦-绵羊带地势平坦，由于大分水岭的阻挡，来自海洋的湿气较少，年降雨量为 400-600
毫米。墨累达令河流经东部，大型的种植农场都位于这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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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小麦多采用少耕或免耕的方式播种，维持宝贵的土壤湿度，保护土壤团粒结构少受
破坏，可提高小麦的产量。澳大利亚小麦的平均每英亩产量为 0.7 吨，良好灌溉条件下可达
到 2.5 吨。
3 澳大利亚小麦分类
为满足不同种类的食品生产，澳大利亚小麦分为八大类别。小麦等级是根据其固有的籽粒硬
度，质量和特定食品生产的适用性进行分类。行业内组织“澳大利亚小麦质量”负责对新品
种小麦进行归类。澳大利亚的小麦分类保证了人类食用和动物饲料市场上使用的粮食在物质
属性，加工表现和食品质量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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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澳大利亚上等硬粒小麦（APH）
 占澳大利亚作物 5-10%；
 是澳大利亚蛋白质含量最高的制粉小麦，不低于
13%(APH2)和 14%(APH1)；
 包含白色种皮和硬粒小麦品种，具有上等的制粉质
量；
 强面筋，高出粉率，低灰分含量；
 面粉非常适合中国式的黄碱面条，色泽鲜亮和注重
食味品质的日本拉面，和有质感的干白盐面条，盘
式面包，炉烤面包和馄饨皮；
 主要出产于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3.2 澳大利亚硬粒小麦（AH）
 占澳大利亚作物 15-20%；
 通常分离出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11.5%(H2)和 13%(H1)；
 澳大利亚硬粒小麦(AH)由特别的白色硬粒小麦品种组成，具有优质蛋白质和强面筋
特点，出色的制粉质量，高出粉率，低灰分含量和高吸水性；
 面团稳定性好，特别适合一些因为高温和潮湿而导致加工环境困难的国家；
 较高的面糊粘度值，适用于亚洲面包和面条食品，例如：速食和新鲜的黄碱面条和
干白盐面条，欧洲式的盘式和炉烤面包，中东式的平面包和中国的馒头食品；
 整个澳大利亚小麦带都种植 AH 小麦种类，大部分的港口具备发货能力。
3.3 澳大利亚优质白麦 （APW）
 占澳大利亚作物 30-40%；
 其蛋白质含量确保不低于 10%；
 多用途的白色硬粒小麦，具备优质的蛋白质，生产出强力，稳定且平衡的面团；
 高制粉能力，用以生产纯净，洁白，色泽光鲜的面粉，良好的出粉率和低灰分含量；
 适合多种不同的食品生产，例如：中东平面包和印度薄饼，皮塔饼，唐杜里面包，
中国的馒头，批量面包生产，亚洲面条，糖果和糕点；
 整个澳大利亚小麦带都种植澳大利亚优质白麦；
 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类小麦，产量基本占据澳大利亚作物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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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澳大利亚优质白面麦（APWN）
 占澳大利亚作物 5-10%；
 澳大利亚优质白面麦蛋白质含量严格控制在 10-11.5%之间；
 APWN 由精选的 AH 和 APW 小麦种类组成；
 具备高面粉淀粉糊化特性，理想的面粉颜色和颜色稳定性；
 是专门开发的硬粒小麦，作为优质面麦混合的首选成分，主要出口到日本和韩国；
 种植于西澳大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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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澳大利亚面麦（ANW）
 占澳大利亚作物 5%以下；
 理想的籽粒蛋白质含量为 10.5%，分离出的蛋白质
含量介于 9.5-11.5%之间；
 高淀粉糊化，光鲜的奶油色面粉及上等的面条品质；
 小麦的出粉率为 60%，低灰分含量，良好的颜色；
 适用于生产满足特定口感的白盐面和日本乌冬面，
深受日本乌冬面市场和韩国拉面市场的青睐，精选
的硬粒种类的小麦混合后作为出口产品；
 主要产于西澳大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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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澳大利亚标准白麦（ASW）
 占澳大利亚作物 20-25%；
 澳大利亚标准白麦没有蛋白质含量的限制要求；
 白色硬粒的通用型小麦，具备优质的外观；
 ASW 生产中筋面粉，外观洁白光鲜，出粉率高，低灰分含量，具备良好的吸水性；
 面团强度和延展性相当平衡，适合生产中东，伊朗和印度式的面包，例如：薄脆饼，
印度烤饼和薄煎饼，能确保出色的外观和质感；
 生产的面粉适用于不同种类的面条，面包和小面包，以及亚洲馒头食品的生产；
 澳大利亚各个小麦生产州都种植澳大利亚标准白麦。
3.7 澳大利亚优质杜伦小麦（ADR）
 占澳大利亚作物 5%以下；
 通常分离出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13%；
 适合生产高品质的意大利面食，蒸粗麦粉和意大利
硬面包；
 非常坚硬的麦粒种类组成，玻璃质和琥珀色内核；
 研磨制粉产出的粗粒小麦粉产量较高，黄色素成分
较高；种植于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
亚州和维多利亚州的边界地区；
 澳大利亚国内对于 ADR 的需求量相当高，国际市
场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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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澳大利亚软粒小麦（ASFT）
 占澳大利亚作物 5%以下；
 分离出的蛋白质含量最高介于 9.5%和 10.5%之间；
 澳大利亚软粒小麦包含了非常特别的软粒小麦种类，与其他级别的小麦相比，其面
粉色泽更洁白光鲜，低灰分含量，平衡的弱筋面团和低吸水性；
 面粉最适用于生产高质量的糕点，甜点和糖果食品，也适用于生产饼干，蛋糕，馒
头和膨化休闲食品；
 出口的 ASFT 主要来自西澳大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
出产的 ASFT 主要用于国内面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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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麦的种植条件
小麦生长发育必需的环境条件包括土壤、水分、养分、温度、光照和空气等。要取得小麦高
产，一方面应因地制宜地选用优良品种，另一方面要通过田间管理创造适宜小麦生长发育的
环境条件。
4.1 土壤：一般认为，最适宜小麦生长的土壤，应是熟土层厚、结构良好、有机物丰富、养
分全面、氮磷平衡、保水保肥力强、通透性好。此外、还要求土地平整，这样才能确保排灌
自如，使小麦生长均匀一致，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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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分：水分对小麦的生长非常重要。据研究，每生产 1 千克小麦约需 1,000-1,200 千克
水，其中有 30%-40%是由地面蒸发掉的。在小麦生长期间，降水量大约只有需水量的 1/4
左右。所以麦田的不同时期灌水，以及采取抗旱保墒措施，对于补充小麦对水分的需要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4.3 养分：氮、磷、钾在小麦体内含量多，被称为“三要素”
。中低产麦田一般缺氮少磷，
生产中必须注意补充，而钾素除高产田、沙土地外，一般不缺。氮素是构成蛋白质、叶绿素、
各种酶和维生素不可缺少的成分，合理增施氮肥能显著增产。每生产 100 千克小麦籽粒，一
般约需吸收氮 3 千克、磷 1.5 千克、钾 2-4 千克。小麦在不同生育时期吸收养分的数量是不
同的，生产上必须按照小麦的需肥规律合理施肥，才能提高施肥的经济效益。
4.4 温度：小麦的生长发育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适宜温度范围。在最适温度时，生长最快、
发育最好。小麦种子发芽出苗的最适温度是 15-20℃；小麦根系生长的最适温度为 16-20℃。
温度是影响小麦分蘖生长的重要因素。最适温度为 13-18℃，高于 18℃分蘖生长减慢。小麦
在 12-16℃形成短矮粗壮的茎，高于 20℃易徒长，茎秆软弱，容易倒伏。小麦灌浆期的适宜
温度为 20-22℃。如干热风多，日平均温度高于 25℃以上时，因失水过快，灌浆过程缩短，
使籽粒重量降低。
4.5 日照：日照充足能促进新器官的形成，分蘖增多；从拔节到抽穗期间，日照时间长，就
可以正常地抽穗、开花；开花、灌浆期间，充足的日照能保证小麦正常开花授粉，促进灌浆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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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麦的营养价值及用途
小麦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矿物质、钙、铁、硫胺素、核黄素、烟酸及维他命 A 等。
小麦的颖果是人类的主食之一，磨成面粉后可制作面包、馒头、饼干、蛋糕、面条、油条、
油饼、火烧、烧饼、煎饼、水饺、煎饺、包子、馄饨、蛋卷、方便面、年糕、意式面食、古
斯米、乌龙面、意大利面等食物；发酵后可制成啤酒、酒精、伏特加，或生质燃料。小麦的
麦麸、秸秆可作为家畜的饲料，麦草也可作为饲料或铺设屋顶的材料；秆可作为编织和造纸
等原料。
小麦会引起特定人群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欧洲，南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调查研究表明
被调查地区大约有 0.5-1%的人口患有未被察觉的乳糜泻。是免疫系统对麸朊产生不良反应
所造成的疾病。麸朊是一种在小麦（和小麦族中其它类似的谷物，比如大麦和黑麦）中发现
的麸质蛋白质。对待乳糜泻仅有的有效方法就是终生实行无麸质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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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澳大利亚小麦的消费
澳大利亚在全球范围内是相对小的粮食生产国，然而因其人口少，澳洲在全球贸易中的出口
占很大比重。澳洲占全球小麦产量的3-3.5%，但却在每年1亿吨的全球小麦交易中占到了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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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小麦行业以出口为主，全国总产量的65–75%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澳大利亚大部
分小麦通过散货船运方式出口，10大进口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日本、中国、伊拉
克、马来西亚、也门、苏丹和菲律宾）的进口量占据澳大利亚出口量的80%。澳大利亚得益
于对仓储和货运设备的不断投资，确保了现代，高效，安全的仓储和运输服务以及出口粮食
港口。
澳大利亚小麦局有限公司（AWB Limited）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谷物营销商，在1999年7月1日
之前是官办的澳大利亚小麦局（Australian Wheat Board），其后被私有化，由小麦生产者所
有。2010年12月，被加拿大的艾格瑞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小麦局在2006年出口到50个国家，
小麦出口额达到50亿美元。小麦行业的市场营销方式随着澳大利亚粮食行业政府管制的撤销
而变得更加多样化。随着粮食公司合并的发展趋势以及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粮食行业参与度
的增加，澳大利亚不存在独家公司垄断小麦国际营销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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