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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亚麻原产于东印度地区，在汉朝时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亚麻可分为油用亚麻、

油纤兼用亚麻和纤维用亚麻。亚麻籽是油用亚麻的籽实，别称胡麻，在我国主要种植

在西北及华北地区，尤以甘肃会宁、宁夏六盘山区、山西北部、内蒙古中西部、河北

张家口张北等地最为集中。 

中国亚麻籽产量一直徘徊不前，近年来维持在 30-40 万吨，农户种植规模普遍较

小，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收购。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亚麻籽生产国和出口国，产量

约占全球的 30~40%，且所产亚麻籽大部分用于出口。因进口亚麻籽的价格优势明

显，低于国产亚麻籽 1000-2000 元/吨，进口原料在亚麻籽油加工企业中的使用日渐普

遍，进而刺激贸易商大量从加拿大进口亚麻籽。近四年来我国亚麻籽进口量逐年飙

升，从 2011 年的 8.8 万吨升至 2015 年的 36.0 万吨，并已与国内产量相差无几。 

因亚麻籽进口利润丰厚，且进入门槛极低，大量贸易企业涉入亚麻籽进口业务。

2015 年亚麻籽进口商数量达到 30 余家，并以民营和国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中厦门

建发、宏发、泰隆、信中等市场影响较大，国营企业以中纺贸易规模最大，此外还包

括国药、中轻、中化纤等。随着中国亚麻籽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亚麻籽供求格

局正从供不应求向供大于求转变。为了扩大销售，贸易商间大打价格战，亚麻籽销售

价格持续走低，2015 年亚麻籽贸易商多数经营亏损。 

亚麻籽油作为一种健康、高端的小油种，其健康功效正逐渐为我国消费者所了解

和关注，亚麻籽油的消费量也在缓慢提高，且需求增长空间广阔。但是，亚麻籽油区

域性消费及习惯性消费的特点依然显著，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北及华北的部分

省份。我国亚麻籽油加工企业也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内蒙古及河北等省，企业数

量近千家，加工规模一般较小，家庭式小作坊林立，市场上缺乏亚麻籽油的领导企

业，一些知名度相对较高的亚麻籽油品牌，如“爱度”、“长白工坊”、“红井源”、“一品鸿”

等，均是较早开拓了电商销售渠道的品牌。 

那么，未来中国亚麻籽供求格局将出现怎样的变化？中国亚麻籽贸易企业间的竞

争将出现哪些新的特点？中国亚麻籽油需求增长空间多大？亚麻籽油加工行业将出现

怎样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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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系统分析了近年来中国亚麻籽生产、贸易、消费、价格及亚麻籽油加工行

业的变化特点，并对中国未来的供求及行业变化进行了预测。期望能为关注中国亚麻

籽贸易及亚麻籽油加工行业的人士，提供一份全面、系统、专业、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的独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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