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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畜牧业发展进入新常态。2014 年，

我国兔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加快，农户散养和小规模家庭养殖比重持

续减少，实施适度规模养殖，笼舍笼具设施规范化、半自动化的兔场，

数量大幅增加。虽然兔产品出口量有小幅度回升，但是价格持续低迷、

养殖效益明显下滑、部分养殖场（户）推出行业，企业经营难度增加。

尤其是兔皮和兔毛的养殖数量比前两年有明显增长，肉兔生产和消费

保持较好的增长；兔毛制品和兔肉的出口有所下降。兔产品国内消费

市场的发展，尚不能满足我国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求，有待进一步

提升和加速推进家兔的标准化养殖，进一步推动全国各地兔产业链的

资源整合，着力打造兔业品牌全面提升兔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数据分析 

1、我国兔产业发展基本现状 

（1）家兔的存栏和出栏情况 

 



 

 

图 1 近五年内我国家兔存栏量总量的变化 

2014年年末我国家兔存栏量为 22274.6 万只（如图 1），比 2013

年减少 70.7万只，降低了 0.31%，比 2012 年增加 0.53%，比 2011 年

增加 2.67%。 

表 1   2013 年末全国各地区家兔存栏数前 10 名排序 

省份 名次 上一年名次 区域划分 
存栏量 比上一年数量

增长（万只） （万只） 

四川 1 （1） 西南 7669.3 -93.7 

山东 2 （2） 华中 3309 108.8 

河南 3 （3） 华中 2568.4 -77.5 

重庆 4 （5） 西南 1716.8 102 

江苏 5 （4） 华东 1573.4 -26.3 

河北 6 （6） 华北 1384.6 -0.2 

福建 7 （7） 华南 930.9 19.1 

浙江 8 （8） 华东 348 -25.5 

陕西 9 （9） 西北 294.2 -1.2 

湖南 10 （11） 华南 285.2 7 

数据整理：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 

从表 1 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家兔的存栏量总体数量在增加，

各省市兔存栏排名基本与 2012年无较大变化。山东、重庆市存栏量

各增加 108.8 万只和 102 万只，两省市共增加兔存栏量 210.8 万只，

占全国增加总数的 112.7%，而其它各省存栏量较 2012 年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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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五年内我国家兔出栏量总量的变化 

 

2014年全国家兔的出栏量为 51679.1万只（如图 2），比 2013 年

增加 1312.6万只，同比增加 2.61%，比 2012 年增加 5.95%，比 2011

年增加 8.87%,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家兔的出栏量呈持续的较高增长

态势。 

 

表 2  2013 年全国各地区家兔的出栏数前 10 名排序 

省份 名次 上一年名次 区域划分 
出栏量 比上一年数量

增长（万只） （万只） 

四川 1 （1） 西南 19909.4 564.8 

山东 2 （2） 华北 6244.2 268 

重庆 3 （4） 西南 4481.8 365.4 

河南 4 （3） 华中 4140.1 -175.6 

江苏 5 （5） 华东 4041.7 15.9 

河北 6 （6） 华北 3306.6 120.1 

福建 7 （7） 华南 1883.1 69.5 

吉林 8 （8） 东北 793.6 51.6 

湖南 9 （9） 华南 671.8 30.4 

广西 10 （10） 华南 649.6 28.9 

数据整理：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 

 

表 2 数据显示，除了河南省出栏数量略减少外，其他各省出栏量

均有较大的增加，四川、山东、重庆、河南、江苏等排名前五位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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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出栏量均超过 4000 万只。排名前十位的上述各省市出栏增加 1339

万只，占增长总量的 84%。上述传统的家兔养殖大省，在近几年的排

名中一直处于前列。 

表 3 主产省市兔的养殖情况 

 全年出栏  年末存栏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全国总计 50366.5 100.00%  全国总计 22345.3 100.00% 

1 四川 19909.4 39.53%  四川 7669.3 34.32% 

2 山东 6244.2 12.40%  山东 3309.0 14.81% 

3 重庆 4481.8 8.90%  河南 2568.4 11.49% 

4 河南 4140.1 8.22%  重庆 1716.8 7.68% 

5 江苏 4041.7 8.02%  江苏 1573.4 7.04% 

 前 5位合计 38817.2 77.07%  前 5位合计 16836.9 75.35% 

6 河北 3306.6 6.57%  河北 1384.6 6.20% 

7 福建 1883.1 3.74%  福建 930.9 4.17% 

8 吉林 793.6 1.58%  浙江 348 1.56% 

9 湖南 671.8 1.33%  陕西 294.2 1.33% 

10 广西 649.6 1.29%  山西 285.2 1.28% 

 前 10位合计 46121.9 91.57%  前 10位合计 20079.8 89.86% 

数据整理：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 

 

2013 年，上述排在前五位省市的家兔出栏量合计占全国总出栏量

的 77.07%，仅四川和山东两省，其出栏量就占到全国的 51.93%。家

兔年末存栏量，前五位合计占全国的 75.35%，而就前十位来看，出

栏量占到全国的 91.57%、存栏量占到全国的 89.86%，可以看出，我

国兔的养殖区域相对比较集中（表 3）。 

浙苏皖地区兔的出栏量并没有排在较前面，其原因是该区域饲养

的毛兔比重较大。以浙江省为例，其兔出栏量虽然仅排在第 12 位，

占全国的 1.08%，但是由于其主要以毛兔育种和养殖为主，因此其存



栏则要相对靠前，排在全国的第 8 位。 

据 2012 年和 2013 年统计，吉林、青海、贵州、广西、湖南、云

南、等省的出栏增长量和增长率都有较高的增长率，其中吉林、湖南、

广西的出栏量首次进入了前十。进一步反映了我家兔重点生产区域布

局从 21 世纪初开始的悄然变化，即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中

西部、东北地区转移。也说明了我国家兔主产区正从经济发达地区向

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转移的客观趋势。 

（2）兔肉的产量 

 

图 3  近五年我国兔肉产量的变化 

2014 年我国兔肉产量为 82.9 万吨（如图 3），比 2013 年增加 4.4

万吨，同比增加5.61%，比2012年增加8.94%，比2011年增加13.41%，

也可以看出我国兔肉产量的持续增长。 

（3）我国兔肉产量占世界兔肉总产及国内肉类总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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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近七年我国兔肉占世界兔肉总产的比重情况 

  从图 4 可以看出，2012 年我国兔肉的生产量占世界兔肉总产量

的 40.08%。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AOSTAT 数据分析网站显

示，2013 年全球兔肉产量 1790187 吨，中国兔肉产量 727000 吨，中

国兔肉产量占世界兔肉产量的 40.61%，如果按照国内统计口径 2013

年兔肉产量 78.5 万吨计算，则我国兔肉产量占全球兔肉产量的

43.85%。除 2008 年因四川大地震兔肉生产减产导致比重下降外，保

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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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 11 年兔肉在我国肉类总产量中的比重 

注：2008 年下降的原因与兔肉生产大省四川地震减产直接相关。 

 

 

图 6  我国主要肉类产量定基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行情监测数据   

从图 5、图 6 可以看出，兔肉在我国主要肉类的比重从 2007 年

的 0.83%增长到 2013 年的 0.92%，兔肉生产的定基增长率可达

105.68%，远高于其他肉类。 

2、兔产品行情 

2014 年我国獭兔、活兔市场行情呈下滑态势，并不断波动，直

到 2013 年 7 月份逐渐回升，10 月份后回升较为明显。獭兔活兔价格

由 1 月份的 27.30 元/公斤下滑到 18.60 元/公斤，然后再波动中回升，

到年末价格为 21.24 元/公斤。肉兔价格呈小幅波动，但 2014 年全年

在 16-18 元间保持平稳的波动，第一季度有较小下滑（图 7）。但是从

第二季度又开始回升，第三季度又有所下滑，然后又逐渐回升，到年

末降至 17 元左右。 



 

图 7  2014 年肉兔和獭兔活兔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行情监测数据 

相对于活兔而言，兔肉价格出现稳步下滑趋势，由年初的 20 元

经平稳波动下滑到 15 元收关。兔毛价格在 2014 年内呈现“过山车”

样波动，2 月份降到谷底 183 元/公斤，第二季度随后在持续上升 208

元/公斤，第三季度又逐渐下滑后在年终攀升到 210 元/公斤。 

3、种兔和良种繁育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 2013》，2012 年我国共有种兔场 507 个，

其中，四川和重庆最多，分别为 141 和 127 个，山东 44 个。但目前

我国备案的种兔场仅为 104 个。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备案的种兔场占

全部种兔场的约 20.5%，这说明了我国对于种兔场的管理还缺乏规范。

从备案兔场的地域分布来看见图 8。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兔的主产

地在四川、山东、辽宁和重庆等地，种兔场的发展基本也分布在这些

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总体来看，我国备案种兔场的个数在缩小，



由 2013 年的 314 个骤减到 2014 年的 104 个，一方面反应了我国对于

种兔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不符合标准的必然将不会得到备案。

另一方面也反应了我国种兔场在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方向转变，反

应了一种转型升级。可以看到，即使在家兔主产地的四川和山东，其

备案兔场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减少。云南和江浙一带，备案种兔场的下

降幅度最大。 

 

图 8  我国各地备案的种兔场情况 

从育种的方法来看，各地的育种主要还是采用家系选育、群体选

育方法。在繁殖上采用自然交配和人工受精技术结合等，但随着规模

化发展，人工授精的比例在不断提高。根据农业部畜牧业司公布的我

国种兔场备案的情况，到 2014 年 12 月我国共有备案的曾祖代种兔场

6 个，分别分布在山东（3 个）、辽宁（1 个）、四川（1 个）、重庆（1

个），见表 1。 

表 1  我国曾祖代种兔场名单 

 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山

东 

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限公司（康大配套系原

种场） 

康大肉兔配套系 

山

东 

青岛康大欧洲兔业育种有限公司 伊拉肉兔配套系 

山

东 

山东伟诺集团有限公司 伊普吕肉兔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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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四川省畜科院韩场种兔场（齐卡肉兔配套系

曾祖代场） 

奇卡肉兔配套系曾祖代、齐兴肉兔纯

种、加利福尼亚兔纯种 

重

庆 

重庆阿兴记食品有限公司兔业分公司 伊拉肉兔配套系 

辽

宁 

锦州春丽獭兔育种场 獭兔纯种 

 

四川和山东是我国家兔的主产地，兔业发展起步早，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根据农业部畜牧业司的统计，截止到 2014 年

底，四川有肉兔曾祖代场 1 个，祖代一级扩繁场 5 个，父母代二级扩

繁场 17 个和原种场 1 个。山东有肉兔曾祖代场 3 个，祖代(一级扩繁)

场 3 个，父母代二级扩繁场 10 个。山东省以康大兔业为核心，建立

了康大曾祖代场 3 个，祖代(一级扩繁)场 3 个（表 2）。 

表 2  山东和四川曾祖代和祖代种兔场 

 单位名称 代次 经营范围 

山 

 

东 

山东伟诺集团有限公司 曾祖代 伊普吕肉兔配套系 

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限公司（康大配套系原

种场） 
曾祖代 康大肉兔配套系 

青岛康大欧洲兔业育种有限公司 曾祖代 伊拉肉兔配套系 

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限公司（第十九兔场） 祖代（一级扩繁） 伊拉肉兔配套系 

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限公司（第十六兔场） 祖代（一级扩繁） 伊拉肉兔配套系 

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限公司 祖代（一级扩繁） 新西兰兔、加利福尼亚兔 

四 

 

川 

四川省畜科院韩场种兔场（齐卡肉兔配套系

曾祖代场） 
曾祖代 

奇卡肉兔配套系曾祖代、齐兴

肉兔纯种、加利福尼亚兔纯种 

四川苍生缘家兔育种有限责任公司 祖代（一级扩繁） 四川白獭兔 

自贡市科原农业有限公司 祖代（一级扩繁） 伊普吕肉兔配套系 

绵阳奇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兔场（祖代

场） 
祖代（一级扩繁） 伊拉肉兔配套系父母代 

华蓥市东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祖代场） 祖代（一级扩繁） 
伊拉肉兔配套系、齐卡肉兔配

套系、新西兰白兔 

华西生态养殖有限公责任公司理县种兔场

（纯种） 
祖代（一级扩繁） 齐兴肉兔、加利福尼亚兔 

 

4、 饲料使用 

不同规模的家兔养殖场，其饲料使用方式不同。对于多数小规模



养殖户，多数为自己采用当地饲料资源或边角料自己加工、配制，而

多数大中型兔场，都采用商品兔料。近年来，兔饲料的加工逐渐走过

了缺少专业化加工企业的阶段，涌现出新希望六合等全国品牌，各地

也都出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地方品牌，比如山东潍坊龙源饲料，河

南阳光饲料和澳普森饲料，北京英美尔饲料等。 

山东是我国的畜牧业大省，饲料和兽药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

2014 年饲料加工企业 1000 多家，饲料产量 2150 万吨，产值 900 亿

元，兽药生产企业 270 多家，兽药产值 65 亿元，饲料兽药产值都在

全国位居前列。 

在商业化饲料使用中，通常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企业和规模化

兔场之间，逐步发展起来一种合作方式，即委托加工方式（或外包的

方式）。具体做法为：养兔场不再自己进原料加工，而是和一些大型

饲料企业签订合同，由饲料企业按时、按量将饲料提供给兔场。由于

规模化兔场（或合作社）饲料需求量大，饲料企业的销售有保障，因

而企业积极性也高。对于兔场来讲，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家兔饲养，而

且当兔场需要添加一些药品时，只要将相关兔药提供给饲料企业即可

进行按需添加。二是，由养殖场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不是根据自己兔

场和饲料加工企业“订做”。 

在调研中发现，养殖户普遍反映饲料质量难以保障和缺乏科学合

理的饲料配方指导。养殖户的饲料来源主要分为外购和自制，外购饲

料主要存在质量无法保障、价格上涨太快导致成本大幅增加、购买渠

道少等问题；自制饲料的困难则主要在于缺乏科学配方指导、不同生



长期的兔子营养均衡难以把握，饲料成分配比完全是凭借经验，自己

摸索。 

5、兔场疾病和免疫 

由于家兔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只要饲料配制不适或饲料存放中

有一点霉变等问题，那么家兔就可能感染疾病，或者兔场环境恶劣，

温度过高或过低，特别是兔场通风不畅，都会对家兔生长造成不利影

响，从而引发疾病的发生。产业经济岗位对近年来养殖户的技术经济

需求进行了调研，结果也表明，疾病预防与诊断方面，仍是困扰养殖

户的主要难题。 

2014 年产业经济团队调研的 453 个兔场反映最多的问题是疾病

防治，占到了兔场总数的 48.79%，其次是销售渠道和饲料配方，分

别占到了 39.07%和 32.45%，接下来是保险，占到了 17.00%，另外还

有 9.49%的养殖户在其他方面有问题。在近四年的调查中，疾病的防

治需求都高居首位，分别为 42.40%，60.40%，52.31%，48.79%。无

论是小型养殖户还是大型养殖户都面临对非常见兔病的诊治技术缺

失、不合理用药等问题，小型养殖户还面临对常见兔病预防不及时、

诊治不合理的情况。 

调研中，小型和中型养殖户对疾病防治的需求最为强烈，分别为

44.63%和 57.50%；大中型养殖户在饲料质量与成本控制方面的诉求

比小型养殖户更高。 

6、 兔及兔产品流通加工 



 

图 9  我国活兔和兔产品主要流通渠道 

 

家兔的流通主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养殖户直接与加工厂或龙头

企业签订收购合同，在商品兔出栏时直接按合同约定价格销售给加工

厂或龙头企业，加工厂或龙头企业屠宰后分割销售或进行产品深加工，

但通过这种方式销售的量比例较小；另一种方式是直接销售给收购商，

收购商宰杀后分销给部分兔肉加工商，或冷冻保存后销住附近兔肉消

费量较大的地区。这种方式是农户活兔销售最主要的方式。小散户养

殖的兔一般由收购贩收购，再由收购贩子转售给市场经销商或加工企

业；中大规模肉兔养殖场直接将活兔出售给市场经销商或加工企业。

毛兔、皮兔产品先由经销商收购，再由经销商出售给加工企业。 

兔肉的加工主要集中在主产地的四川、山东和重庆等。规模较大

的加工企业主要有：青岛康大集团、四川“哈哥”兔业、重庆阿兴记

等，近年来陕西天鑫成为西北地区崛起的一颗新星。目前，天鑫兔业

和重庆阿兴记都在三版上市，成为我国兔业领军企业的后起之秀。国

家质检总局公示的出口兔肉备案的加工企业(2014 年)共有 13 家，山

东有 8 家，四川、河北、山西、重庆和吉林各有一家，这些出口的兔

肉主要是冻兔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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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 年我国兔肉出口备案企业 

 名称 备案号  产品名称 

河北 河北宝誉鑫食品有限公司 1300/03143 冷冻兔肉 

山西 山西省长治市云海外贸肉食有限公司 1400/03011 冻兔肉 

吉林 吉林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2200/03077 冻分割兔肉 

山东 

山东诸城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加工厂 3700/03076 冻兔肉 

山东伟诺集团有限公司 3700/03085 冻兔肉 

山东滨州中旺食品有限公司 3700/03087 冻兔肉 

山东海达食品有限公司 3700/03089 冻兔肉 

菏泽富仕达食品有限公司 3700/03091 冻兔肉 

山东省泗水县圣昌肉制品有限公司 3700/03153 冻兔肉 

山东德力盈食品有限公司  3700/03421 冻兔肉 

青岛康大食品有限公司产业园分公司（一

厂） 

3700/03442 冻兔肉 

四川 四川省哈哥兔业有限公司  5100/03116 冻兔肉及其副产品 

重庆 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  冻兔肉 

 

由此可以看出，山东的兔肉主要销往国外或外地，而西南地区的

兔肉主要是本地销售。当然，以康大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加工企业，在

北京等地也采取了专卖店、与高档酒店等的合作，在开拓北京等大城

市市场中走出了重要一步。近年来，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熟制品的加工

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各地兔产品市场开拓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兔皮加工仍然集中在河北、浙江、河南等地，相对于兔肉和兔皮而言，

兔毛加工量不是很大。兔毛主要加工品主要是配饰和高档服装，兔毛

也有和其他毛类混合加工或与棉花混合加工为服装或相关配饰。 

7、兔产品贸易 

从贸易角度来看，基本结构是：进口种兔、出口兔肉和兔毛，进

口生兔皮，出口兔皮加工品和熟兔皮。 

（1）兔肉贸易 

我国兔肉仍然保持净出口，同时，2014 年出口量有较大提高，



根据海关统计，2014 全年我国兔肉出口总量达到 12868 吨，比上年

增长 31.99%。出口额 5471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42.9%，主要出口到

欧洲。排名前三的国家依次分别是：比利时、俄罗斯和德国，对三国

的出口量分别占 37.72%、24.64%和 17.92%，合计 80.27%。对三国的

出口额分别占 39.44%、22.30%和 19.08%，合计 80.82%。2014 年我

国出口的兔肉主要来自山东、吉林、山西和黑龙江省，分别占总出口

量的 83.52%、11.33%、4.95%和 0.19%；分别占总出口额的 83.13%、

11.47%、5.21%和 0.18%。2014 年一些兔肉出口企业又积极开拓韩国

等周边国家市场。随着俄罗斯的开关和国内兔肉贸易企业拓展国际市

场的能力提高，兔肉出口量将会继续增长。 

目前全国共有出口兔肉备案企业 13 家（表 6），出口兔肉备案养

兔场 120 家，其中河北 23 家、山西 12 家、吉林 7 家、四川 21 家、

重庆 1 家、河南 1 家、山东 55 家。 

（2）兔毛和兔皮贸易 

2014 年我国兔毛为净出口，相较于上年，兔毛出口有较大下降，

2014 年出口兔毛（已梳兔毛）830.92 吨，出口额 3152.11 万美元，分

别比 2013 年下降 26.44%和 20.27%。但近年来，由于饲料价格和人

工成本等的提高，导致兔的养殖成本居高不下，虽然兔毛收购价格处

于高位，但养殖户的利润空间逐渐缩小。加上毛纺行业景气度整体下

滑，毛纺企业产品库存增加，导致兔毛用量有所下降。对毛兔的养殖，

极为不利。2014 年我国依然为兔皮的净进口国，进口的整张兔皮通

                                                        
海关信息：http://www.haiguan.info。本节有关国内兔肉、兔皮和兔毛贸易的数据，均来自海关统计。 



过国内的鞣制，加工成兔皮产品再出口，我国兔皮的直接出口则很少，

近年来一直仅为几十吨。但受我国对环境保护的严格控制，进口兔皮

进行鞣制的这一过程正在得到较严格的限制。据海关统计，2014 年

我国进口整张皮 24971.96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11.15%，金额 1.21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降低 39.93%。 

综合兔产品贸易来看，我国兔肉的净出口将持续维持较长时期，

但出口目的国在日益多元化，除传统的欧洲国家外，正在向日韩等周

边国家开拓市场。但我国的兔皮和兔毛需求将日益依赖国内市场。受

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影响，一些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共同抵制安哥拉

兔毛原料的使用，因而可以预计，在未来我国兔毛的出口将长期不容

乐观，应逐步以国内市场为主。兔皮则受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多数

中小型鞣制企业，特别是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将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

符合环保要求的现代新型鞣制加工企业，但毫无疑问，总体来看我国

的兔皮鞣制将逐步以国内的兔皮原料鞣制为主，兔皮的进口在未来一

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逐步减少。 

三、2014 年兔产业发展的特点  

2014 年时“十二五”的第四年，尽管受到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

影响，同时在我国宏观经济主动放缓的“新常态”下，我国的家兔产

业依然得到较好的发展，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兔产业总体“量稳质升”，逐步转向内涵式发展。 

“十二五”以来我国兔产业逐步、向“内涵式”方向发展，主要

表现是生产率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存栏量相对稳定，但出栏量和兔肉



产量较快增长。2012-2014 年间历年家兔存栏增速分别为：2.67%、

0.53%和-0.31%，而出栏的增速则远高于存栏，分别为 2.13%、8.4%

和-0.32%，兔肉产量的增速更高一些，分别为 4.10%、3.15%和 5.61%。 

从兔业产值来看，增速较快，但占整个畜牧业产值的比重依然较

小。2011-2013 年我国牧业产值分别：25771 亿元、 27189 亿元和 28435

亿元，其中兔产业分别占 1.15%、1.12%和 1.25%。比重的提高，反

映了我国家兔产业的增速要快于畜牧业总体。同时，2014 年虽然兔

业发展相对较慢，但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兔肉产量仍实现 80 万吨的

突破，增速达到 5.61%。 

2、产业内部肉兔、獭兔和毛兔发展出现分化，毛兔和肉兔市场总体

形势平稳，但獭兔市场下滑较大。 

（1）肉兔产业稳步支撑，略有下滑。肉兔活兔和兔肉的价格波

动较小，养殖户肉兔活兔的销售价格基本维持在 15.90-18.36 元/公斤

之间，12 月为 16.89 元/公斤。总体来看，兔肉价格基本平稳，呈小

幅波动，价格区间在 15.14-20.26 元/公斤；（2）毛兔产业需求进一步

得到强化，产业基础一步夯实，持续表现良好。2014 年毛兔行业总

体依然较好，尽管 2013 年底受“手拔毛”事件的影响，出口受到影

响。但是由于国内毛纺业对兔毛需求的增加，保证了兔毛销售的稳定。

兔毛（剪毛统货）价格呈明显的季节波动，基本维持在 182.53-210.25

元/公斤范围。总体来看，2014 年毛兔产业走向了良性的稳定发展的

道路；（3）獭兔产业则四面楚歌，既受到人工、饲料等成本提高的挤

压，又受到国内外需求低迷、市场疲软的冲击，还受到兔皮鞣制对环



境污染的指责，发展空间日益受到压缩。2014 年獭兔的相关产品市

场价格有较大下跌，虽然 9 月以后獭兔皮价格有所回升，獭兔活兔价

格在 11 月后也有所抬头，但仍远低于年初的水平。全年獭兔皮（一

级獭兔皮）价格下降明显，从年初的 47.07 元/张降低到 9 月份的 24.78

元/张，下降 47.3%，此后 10-12 月份缓慢回升，12 月回升至 33.00 元

/张。受此影响，肉兔行情也有一定下滑，但总体稳定。应该引起警

觉的是，獭兔皮、獭兔活兔等产品价格跌破同期最低价格水平。 

3、养殖户在肉兔产业各环节利益分配稳定，零售终端占比提高。2014

年肉兔的养殖。 

户销售价格、中间商的集散价格和超市的零售价格三者是递增的

关系，反映了价值在三个环节中的不断增值。三个环节的分配格局（销

售额）表现为：养殖户销售价格在 15.9-18.36 元/公斤的价格范围内稳

定且小幅波动，中间商（集散地批发商）得到 0.6-7.23 元/公斤，零售

端超市得到 9.57-22.65 元/公斤。可以看到，养殖户虽然占的比例较大，

但养殖户的成本也是较大的，据产业经济岗位对 300 多个样本养殖户

的调研可知，对于大型养殖场（存栏大于 5000 只）其每只兔的成本

达到 18-20 元，中小规模的成本更大。价值在三个环节中的变化趋势

为养殖户得到的比例基本稳定，中间商与零售端超市得到的价值份额

中，零售端在其中占比更大。 

在饲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提高的背景下，养殖户在产品流通

环节分配到的比例却没有随之有较大提高，反映了价值分配流向产业

链条的后端：中间商和零售商。由于规模较小、销售渠道单一、缺少



加工和储藏能力等，养殖户主要靠中间商销售，在市场波动时，中间

商不收或压价收，必然导致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变小，打击养殖的积极

性。 

4、饲料价格较高，对家兔养殖产生不利影响。 

近年来尽管我国玉米生产连年丰收，库存较多，进口也在增加，

但由于需求的更快增长，2014 年玉米的价格总体高于上年。由于玉

米成本的上升，一些饲料企业进口大麦、高粱和 DDGS（玉米等生物

酒糟）以替代玉米，2014 全年进口大麦约 500 万吨。同时，劳动力

成本的上涨也进一步推动了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养殖逐渐得到推

广。 

5、兔肉出口有所增加，兔毛出口较大下滑。 

在国内兔肉消费没有较大普及的情况下，对传统国家的出口和开

拓新的出口市场成为肉兔产业的重要选择。2014 年虽然对欧盟传统

国家的出口没有得到较好改善，受俄罗斯危机影响对俄出口受到较大

冲击，但是一些企业积极开拓韩国等其他周边市场，保证了兔肉出口

的稳定和一定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肉兔产业的下滑。毛兔产

业经过连续多年的巩固，得益于兔毛分梳工艺的进步，绒毛的用途得

到较大拓展，毛兔产业日益具备了抵抗市场波动的风险，因而尽管本

年度出口下滑较大，但由于国内需求的扩大，毛兔产业并未受到不利

影响。 

四、2014 年我兔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放缓和农业结构调整等的影响，2014 年农



业和畜牧产业的发展也都进入“新常态”，在这一新常态下，本年度

兔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除传统的问题继续存在以外，一些新的问

题或要求也显现出来。 

第一、技术、劳动力等传统制约产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需要逐

步解决。 

在现代化养殖技术方面，尽管有些兔场建设了自动化养殖，但是

就全国而言，自动化养殖技术有待进一步推进。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

断提高的背景下，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养殖将日益成为大中型兔场的首

选。在兔肉加工和包装等技术方面，我国也有较长的路要走；养殖户

的文化水平和养殖技能总体还比较低，特别是对于养殖时间不长、经

验不足、而且接受能力较差的养殖户而言，由于养殖技术不到位，特

别是一些关键技术的缺乏，比如疾病预防、疫苗注射等，往往引起家

兔死亡率较高，从而带来一定的损失；优质粗饲料资源的短缺依然是

制约我国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我国多数地区均需从西北购买草

粉，而随着兔养殖规模的扩大以及草食家畜产业的发展，粗饲料资源

不足的矛盾逐渐凸显。 

第二、獭兔和毛兔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从产业表现方面獭兔行情较大下跌，肉兔产业稳中略滑，粗毛行

情理性回归，绒毛价格继续企稳。但对于獭兔和毛兔行业需要给以特

别的关注。对于獭兔而言，獭兔养殖上下游两端受压，养殖环节难以

为继。多年来獭兔产业一直是家兔三大产业中最脆弱的，一方面除了

像肉兔和毛兔一样，受到工资、饲料等成本上涨的挤压，同时獭兔还



受到裘皮和整个皮草行业的影响，而我国的皮草产业在失去劳动力比

较优势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更大，因而獭兔市场的波动要比较频繁

而且幅度也会较大。另外，獭兔产业的发展还受到鞣制带来的环境污

染的硬约束，在目前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下，獭兔产业的发展前景并

不乐观。对于毛兔行业，由于多年来效益较好，而獭兔则一直不景气，

因而越来越多的獭兔养殖户转到毛兔养殖，这样将使毛兔行业出现

“一窝蜂上”的现象，出现不理性的竞争，而獭兔行业则出现“一窝

蜂下”的情况，这些对家兔产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三、标准化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标准化涉及到产业的各个方面，目前实践中对以下几方面的标准

提出了比较迫切的要求，兔笼加工企业希望有全国推荐的兔笼标准、

兔饲料企业和养殖场（户）希望有兔饲料的配方等。家兔标准化体系

的建设要因地制宜，标准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要服务于实践。努力做

到：（1）品种的良种化。选用高产优质高效畜禽良种，品种来源清楚、

检疫合格；（2）养殖设施化。养殖场选址布局应科学合理，符合防疫

要求，畜禽圈舍、饲养与环境控制设备等生产设施设备满足标准化生

产的需要；（3）生产规范化。制定并实施科学，规范的畜禽饲养管理

规程，配制和使用安全高效饲料，严格遵守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

使用有关规定；（4）防疫制度化。完善防疫设施，健全防疫制度，加

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效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5）粪污处理无

害化、资源化。畜禽粪污处理方法得当，设施齐全且运转正常，达到

相关排放标准；（6）监管的常态化。依照《畜牧法》《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饲料、饲料添加剂

和兽药等投入品使用，畜禽养殖档案建立和畜禽标识使用实施有效监

管，从源头上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第四、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由于兔产业灵活多样，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的兔场（户）共

存，组织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除了“一窝蜂上和一窝蜂下”等非理

性行为外，一方面，需要兔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积极引导，需要产业体

系等科研和推广等机构帮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养殖户自己通过合作

社等形式组织起来。当然，龙头企业在引导农户的养殖和销售方面，

虽然做了较多的工作，但是仍然还需要改进。政府则需要在产业信息

服务，标准化制定和技术扶持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五、产业和企业的营销推广工作仍然需要加强。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兔产品的诸多优点，但是兔

产品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足，社会对兔产业的认知还不是很科学和完

善。市场营销和推广仍然是制约我国兔产业的关键之一。 

五、2015 年兔产业发展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为进一步推动兔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提出如下建

议。 

第一、重点关注由獭兔转向毛兔养殖后对毛兔产业的影响。 

受 2014 年獭兔行情下滑的影响，诸多獭兔养殖户退出獭兔养殖，

有的转入毛兔养殖，有的则退出养殖从事其他行业。由于毛兔行业已

经进入规范运行多年，相对稳定，但如果大量獭兔养殖户转向毛兔养



殖，势必会对毛兔产业形成一定冲击。为此，2015 年度应重点关注

毛兔产业所受的冲击。 

第二、獭兔养殖户要谨慎退出，理性对待行情低迷。 

受整个皮草行业的销售不畅等的影响，2014 年度獭兔进入历史

最低位。部分养殖户退出也是一种正常选择，但切记避免跟风。为此，

需要通过体系的培训或媒体手段适当引导生产的调整，并积极寻求与

加工商或中间商的合作，可通过合作社等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市

场风险。 

第三、肉兔养殖将迎来稳定增长的时期。 

2014 年毛兔产业发展的经验反映了加工对养殖将有巨大的拉动

作用。预计 2015 年肉兔养殖会稳中趋升。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一些兔

肉加工企业加大了兔肉产品的宣传营销力度，市场需求逐步被挖掘出

来，这对拉动肉兔养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国家兔产业技术

体系相关专家和兔肉加工企业的努力之下，兔肉加工工艺逐步得到改

善，多种兔肉产品的得到开发，兔产品市场的发展日益加快，肉兔前

景日益看好。 

第四、引导大中型养殖户，通过机械替代劳动力，实现规模化、

标准化。 

目前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为此做好成本控制、节约投入，应逐

步成为大中型兔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同时，不断推进机械化、自

动化和半自动化，通过机器替代劳动力，通过扩大规模，实现成本控

制，从而提高收益。鉴于兔产业的生产者情况复杂，为此需要分类引



导，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将有利于小农户的联合，标准化也

将有助于大中型兔场的规模化，从而提高效率和效益。 

第五、进一步加强信息服务工作，为兔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近年来，兔产业信息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 2015 年需要

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引导养殖企业如何科学利

用这些信息，通过科学决策从而避免跟风导致市场的波动。 

第六、继续加强对产业的宣传入手，挖掘兔产品的需求潜力。 

充分挖掘兔文化等特殊条件，从家兔养殖的“节粮、增收、扶贫”

的角度，借助公益性媒体宣传兔业发展。继续利用年度兔业发展大会

和兔文化节等活动，通过与媒体、兔业协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合作，加

大宣传和推广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