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鸡规模养殖界定
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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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有肉鸡规模界定标准
规模化界定的常用方法



1998年以前执行的标准
    1988年农业部下发的全国畜牧兽专业统计报表
制度中，专业户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1. 家庭主要劳力从事畜牧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在
60%以上；

2. 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60%以上；
3. 畜产品的商品率达80%以上；
4. 人均出售畜产品比当地水平高1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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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前的肉鸡规模界定标准



1998年以来的肉鸡规模界定标准
1998年以来执行的标准
    1998年，农业部畜牧兽医司根据畜牧业经济学
家提出的“适度规模”的概念，综合各地实际生
产规模和水平，制定了一套便于操作的规模养殖
户标准，也为国家统计系统使用：
1. 猪出栏50头；
2. 牛出栏10头；
3. 家禽出栏2000只。（原稿是3000羽，但统计
资料中没有此档，一般使用都是按肉鸡出栏
2000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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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规模界定标准存在的问题

规模化的概念不确定。
 规模化养殖场和规模化发展这些提法已
有很多年了，到目前为止，什么样的养
殖场算规模养殖场？

各地都有不同标准，国家没有一个正式明
确的权威标准。
 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养殖规模，都没有
明确规定的标准，没有真正系统、明确
、规范的标准。



中国畜牧业年鉴肉鸡规模分级标准

依据畜牧业统计年鉴的规定分为7级
 1～1999只
 2000～9999只
 10000～49999只
 50000～99999只
 100000～499999只
 500000～999999只
 1000000只及以上



规模化界定的常规方法

从界定指标考虑，不同品种有3种方法
1. 以出栏量来划分。
2. 以存栏量来划分。
3. 以饲养量来划分。

界定指标的内涵不确定，目前还没有一个
正式明确的权威结论。争论的有4种观点。
1. 畜产品的商品性生产的最低数。
2. 专营性生产的最低数。
3. 标准化和机械化生产的最低数。
4. 畜牧生产适度规模的最低数。



调研方法和
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的基本情况1-养殖监测数据样本

2011-2013年肉鸡生产信息监测项目共有
82个样本县，13省区。
 2065场（户）、11829饲养批次数据
 2011年全国肉鸡生产场户数的

0.008%
 占2011年全国出栏量的

0.88%(9207.7万只)
 扣除1万以下的统计结果

 场户数样本占2011年0.86%
 年出栏量占2011年1.25%



30个样本县

 肉鸡养殖场（户）数量合计为
168578户

 年出栏肉鸡数量为85383.4万只

 约占我国年出栏肉鸡的8.2%

样本的基本情况2-调研样本情况



肉鸡生产主要省区13个+2个产量较低的省区

 山西省和贵州省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

 每个样本省选取1个主产县和1个非主产县(
共30个县)

 主产县从肉鸡生产监测的样本县中选取，
非主产县根据各省具体情况选择，但不选
取纯散养而无专业化养殖的县

 每个县再随机抽样调研3个村

 每个村再抽样调研2个有代表性的养殖户

样本的基本情况2-调研抽样方法



养殖规模数据分析



[1] )*+,-
=.365/./01�23+15455*601�
783+/09:

;<=�	>��?@A���B�C��

规模界定分析-依据监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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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界定分析-依据监测数据分析



根据年出栏比例变化情况，发现2000只、
10000只、20000只、50000只、75000只、
10万只、20万只、50万只和100万只是突出变
化点。

根据养殖场户比例变化情况，发现1000只、
10000只、20000只、50000只、75000只、
10万只、20万只、50万只和100万只是突出变
化点。

二者基本上保持一致。

要准确描述样本规模变化趋势，等距法比原方
法多出三个规模划分区点，分别为20000只、
75000只和20万只。

规模界定分析-依据监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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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距划分下的
肉鸡出栏结构
聚类分析图

4.5H~5.99H

3.5H~4.49H

1.0H~3.49H

>6.0H

<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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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界定分析-依据调研数据分析



规模界定分析规模界定分析-依据调研数据分析

 年出栏10000~24999和25000~49999规模区间的场户数量相差都不大
 从发展趋势来看，10000~24999规模区间的场户在减少，25000~49999规模

区间的场户在增加
 二者间在设施设备投入上有所区别，主要处于禽舍的建设投入上；在人员雇用

和占家庭收入比例两方面的区别不大。

县
统
计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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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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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总



生产指标分析



1、养殖规模越大
专营比例越高

 年出栏3万只以内规模的专营比例较低，均不超过50%
 年出栏3万只规模以上的专营比例较高，基本超过50%
 年出栏20万以上的养殖场户基本上就专营肉鸡养殖



2、养殖规模越大
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

 年出栏1万只以上规模时养殖收入就超过家庭总收入的
50%；

 年出栏3万只以上规模时养殖收入就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
部分，占比基本达到80%



3、养殖规模越大
专业化程度越高，房舍、设备及人员的投入越大

 年出栏2万只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户专业舍的比例就超过80%；
 年出栏6万只以上规模时雇用工人的比例超过60%，同时设备机

械化的比例也开始提高；
 年出栏超过20万只以上时机械化和雇用工人的比例均超过85%



4、养殖规模越大
获取经营执照和加入合作社的比例越高

 年出栏5万只以内规模获取经营执照的比例仅为15.9%；
 年出栏20万只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户有3/4获取了经营执照。
 年出栏5万只以内规模的养殖场户加入合作社的比例约为1/4；
 年出栏5万只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户有50%以上加入养殖合作社。



5、养殖规模越大
稳定性越高

年出栏5万只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户的经营稳定性普遍
较高

年出栏5万只以内规模的养殖场户仍存在10~30%的
不稳定性



不同养殖规模下的
生产指标聚类分析图

2.0H~4.99H

5.0H~5.99H

1~1.9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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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建议以年出栏5万只以上作为肉鸡规模化界定的起点
边界

 我国肉鸡生产的主体

 专业肉鸡养殖中提供了超过40%的肉鸡产量

 近3年的生产监测数据中甚至超过了60%

 养殖方式上趋向专业化和正规化

 开始向机械化和标准化发展

 生产经营开始向正规化靠拢，更有利于管理和规范

 年出栏5万只以下的养殖场户在养殖方式和管理上随意
性较强，依旧处于农业家庭副业的范畴

 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较高，其生产经营也
更稳定

黄羽肉鸡以规模化界定的起点边界可以适当降低

结论1



综合考虑现有规模划分标准和等距不同指标的
统计分析结果，建议肉鸡养殖规模划分标准不
变，仍为7级
 1～1999只
 2000～9999只
 10000～49999只
 50000～99999只
 100000～499999只
 500000～999999只
 1000000只及以上

结论2



蛋鸡：
建议以存栏5000只产蛋鸡作为规模化界定的起点。

生猪：
建议以年出栏500头生猪作为规模化界定的起点。

肉牛：
建议以年出栏50头肉牛作为规模化界定的起点。

奶牛：
建议以存栏200头泌乳牛作为规模化界定的起点。

肉羊：
建议以年出栏200头肉羊作为规模化界定的起点。

其他畜种的建议指标



国外肉鸡的规模化情况



以标准化养殖为主，约占市场总量的97.86%，散养
鸡占比约为1.7%，有机养殖只占到0.44%。

2007年年出栏50万以上的占比67%，相比我国
2012年年出栏50万以上的占比16.3%。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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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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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内的肉鸡生产中93%为标准化养殖，散养肉
鸡和有机肉鸡的占比分别均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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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主要肉鸡生产国

在欧洲，鸡肉产品大部分为标准化养殖肉鸡，散养
鸡和有机养殖肉鸡的占比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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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在日本，年出栏1万以内的占比不足5%，10万以上
的占比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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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在泰国，从1990年到本世纪初，泰国国内的养殖厂

数量大幅减少60.7%，而养殖量在10000只以上的
养殖户数量则增长了1倍。





附：我国近十年规模化进展
2000以上比例：从67.1% 增到85.4%，增加18.3%。
1万以上比例：从39.1% 增到70.5%，增加31.4%。
5万以上比例：从14.7% 增到40.2%，增加25.6%。
50万以上比例：从4.7% 增到16.3%，增加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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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畜禽养殖规模化
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为深入了解规模养殖的基本情况与特点，合理界定
不同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
 农业部畜牧业司为此专门下达了《关于畜禽规模

化养殖有关情况调研的通知》（农监测便函
2013第［124］号）

 要求生产监测专家组开展调研活动。
 发动体系专家、站长等共16人开展调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