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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肉鸡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与持续性研究
——基于马尔科夫状态转换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许  伟 1，胡冰川 2*

（1.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本文选取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2000 年 1 月—2019 年 4 月商品代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价格数据，运用

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分析了我国肉鸡产业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结果表明：我国肉鸡价格波动

不同阶段的波动风险和相互转移存在非对称性；我国肉鸡价格波动不同阶段的平均持续期和持续概率亦存在

较大差异。因此，政府应当提高肉鸡产业风险防范，建立健全肉鸡价格识别和预警机制，把握肉鸡产业的宏

观调控力度，维持肉鸡市场秩序，引导居民理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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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鸡肉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猪

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目前，我国已是全球主要的肉

鸡生产地和消费地。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2018 年，我

国肉鸡产量 1 170.0 万 t，同比增长 0.86%；肉鸡消费量

1 159.5 万 t，同比增长 1.05%。肉鸡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农

民增收、城乡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在市场化经济环境下，肉鸡产业发展并不稳定，肉鸡价

格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例如受到 H7N9 流感影响，2016

年肉鸡价格呈现下降走势，2017 年初甚至出现大幅跳水

现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价格开始回升。2018 年，非

洲猪瘟导致猪肉销量下降，肉鸡价格受到较大影响。由此

可见，肉鸡价格并不稳定，波动较为频繁。价格通常可以

作为一个产业是否稳定的指示器，代表着产业的收益和未

来发展前景。因此，本文将肉鸡价格的序列分为 3 个不

同阶段，包括下跌阶段、平稳阶段和上涨阶段，研究不同

状态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 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肉鸡价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价格传导、

价格预测和价格影响因素 3 个方面。在价格传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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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发现我国肉鸡市场横向整合度较高，各省肉鸡价格

传导力度大，短期内大多数市场的价格显示为线性调整关

系，价格偏差可以通过市场作用自我恢复 [1]。从产业链角

度来看，肉鸡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游原料价格影响 [2]，

其产业链价格传导机制和特征具体表现为：长期内，具有

较好的产业链整合情况；短期内，产业链价格具有显著修

正功能，并伴有一定的时滞性；价格传导效率依方向而定，

顺向传导效率较高，反向传导效果不佳 [3]。另外，从产业

内部角度来看，肉鸡产业自身可分为危机和正常 2 种状态，

在禽流感影响下，2 种状态转换较为频繁，且在区制转换

概率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 [4]。

在价格预测方面，从定性角度，主要通过政策环境、

养殖成本、进出口贸易情况等 [5-6] 肉鸡产业外部环境

变化来分析肉鸡价格的波动情况。有学者使用 ARIMA

模型预测发现肉鸡的价格符合滞后三期的规律 [7]；后

研究表明，ARDL 模型对肉鸡价格预测效果更好，而

ARIMA 模型的预测更为简单快捷 [8]。

在价格影响因素方面，玉米价格、豆粕价格、猪肉

价格、CPI 等均会对肉鸡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9]。然而，

这些因素产生的作用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顺序，主要分

为先行、同步和滞后 [10]。另外，从成本角度来看，物质

成本和劳动工资对肉鸡价格的影响较为显著，土地成本

的影响较小 [11]；从空间角度来看，各省肉鸡价格存在空

间依赖性，相邻省份肉鸡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12]。

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对肉鸡价格的

研究没有涉及不同状态上肉鸡价格表现出的特征差异。

因此，本文选取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分析和探究肉

鸡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

于：一是视角创新，目前肉类产品价格研究中主要为生

猪类，源于其消费比重较大，对于肉鸡价格以及价格波

动状态下转换特征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的研究能够为

后续肉鸡价格波动观察和调整提供参考价值。二是方法

应用的创新，目前大多数学者对于肉鸡价格的研究多采

用 ARIMA 模型、VAR 模型、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

等方法，预测价格和分析价格传导作用。本文采用马尔

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从下跌阶段、平稳阶段和上涨阶段

分析价格波动特征，具有一定新颖性。

2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理论模型    1989 年，Hamilton 首次提出马尔科夫

区制转换模型 [13]。后期，该模型被多数学者所认可，

在应用中不断被完善 [14-16]。如今，其已经成为时间序列

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可以凭借概率

分布的形式去刻画时间序列变量在不同状态下所表现出

的波动特征，识别和预测不同状态下发展趋势。然而，

传统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假定在不同状态下变量的

方差不变，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因此，本文采用区

制异方差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表

现为同一区制状态下，参数和方差不变，当区制状态发

生变化，参数和方差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17]，这为探究

不同状态下肉鸡价格波动特征提供了便利。另外，考虑

到肉鸡价格波动主要包括下跌、平稳和上涨 3 个阶段，

故选取“三阶段”区制异方差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

MSMH（3）-AR 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yt=μ(St)+φ 1yt-1+φ 2yt-2+…+φ pyt-p+ε t  ε t~N(0,σ 2(St)（1）

μ(St)=μ 1S 1t+μ 2S 2t+μ 3S 3t                                       （2）

σ 2(St)=σ 1
2S 1t+σ 2

2S 2t+σ 3
2S 3t                                  （3）

其中，yt 表示肉鸡（商品代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价

格增长率序列，μ 是截距项，φ 为肉鸡价格增长率滞后

项系数，ε 表示随机扰动项。μ(St) 和 σ 2(St) 表示时间序

列 yt 依赖于不可观测区制状态变量 St 的条件均值和条

件方差。其中，当 St=j(

A

j=1,2,3)，Sjt=1；否则 Sjt=0。

此外，由于本文假设状态变量 St 是离散的三阶段的马

尔科夫区制转换过程，因此，这样的区制状态在相互转

换时，其转换概率矩阵具体表示为：

P =  P(St=1/St-1=2) P(St=2 /St-1=2) P(St=3 /St-1=2)  
P(St=1/St-1=1) P(St=2 /St-1=1) P(St=3 /St-1=1)  

P(St=1/St-1=3) P(St=2 /St-1=3) P(St=3 /St-1=3)  

=  p21 p22 p23

p11 p12 p13

p31 p32 p33                                                                         

（4）

其中，pij 表示状态变量从 t -1 时刻 i 状态转换到 t 时刻 j

状态的概率，由于仅存在上述 3 种情形，因此，矩阵中

每一行概率和为 1。具体公式为：

pij=Pr(St=j /St-1=i)，0<pij<1，∑ pij=1
3

j=1                  （5）

本文初始假设肉鸡价格波动分为 3 个阶段，即下跌

阶段、平稳阶段和上涨阶段，因此，实证研究过程主要包

括 3 个区制。具体内容为：区制 1 为“价格下跌阶段”，

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μ1 和 σ1
2；区制 2 为“价格平稳阶段”，

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μ2 和 σ2
2；区制 3 为“价格上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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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μ3 和 σ3
2。根据肉鸡价格波动的特征，可

以观察到各区制内均值和方差所具有的参数约束条件为：

μ 1<μ 2<μ 3，且μ 1<0，μ 3>0；σ i>0，i=1，2，3            （6）

2.2 数据说明

2.2.1 数据来源    结合肉鸡产业发展特征，本文选取 2000

年 1 月—2019 年 4 月的商品代肉雏鸡价格、活鸡价格和白

条鸡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表示肉鸡产业链中的上游、中

游和下游不同阶段肉鸡产品价格。其中，数据来源于中国

畜牧业信息网。图1显示了2000年以来三者价格波动趋势。

从图 1 中可以观察到，一是肉鸡价格容易遭受外界

因素尤其是疫情爆发的干扰。例如，受 H7N9 流感影响，

2016 年肉鸡价格呈现下降趋势，2017 年初甚至出现大幅跳

水现象。二是商品代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价格波动主要

包括“下跌”、“平稳”和“上涨”3 个阶段，且不同阶段

相互转换。三是肉鸡价格在各个时间的波动幅度、持续时

间存在明显差异，表明肉鸡价格波动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

2.2.2 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知，商品代肉雏鸡价格明

显低于活鸡和白条鸡价格，表明肉鸡经过养殖和加工后，

其本身价值显著增加。另外，相比较于商品代肉雏鸡，

活鸡和白条鸡价格的标准差更大，说明它们更容易受外

界因素干扰，其稳定性较差。从偏差角度来看，活鸡和

白条鸡偏度小于 0，呈现出左偏的状态，说明其实际价

格较平均价格更低；肉雏鸡价格偏差大于 0，表现出右

偏的状态。从峰度的角度，商品代肉雏鸡价格峰度大于

3，呈现“高瘦”形状；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峰度小于 3，

呈现“矮胖”形状，结合 JB 统计量检验结果，也可以

发现三者并不服从正态分布。总体来看，活鸡与白条鸡

价格各统计量较为相近，在整体波动趋势上具有同步性。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数据的预处理和平稳性检验

3.1.1 数据预处理    考虑到农产品价格容易受到生产周

期性的影响，在波动趋势上呈现季节性的特征。对此，

本文运用 Census X-13 季节调整的方法，去除肉鸡价格

由于季节性波动而产生的偏差。进一步地，为了平滑数

据波动性，降低模型产生异方差的可能性，本研究对变

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3.1.2 平稳性检验    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适用于平稳

的时间序列，在模型估计前，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

验，来判断样本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观察表 2 可以发

现，商品代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对数的 P 值均大

于 0.1，拒绝数据具有平稳性的原假设，表明数据是非

平稳的。通过一阶差分之后，可以发现，价格对数在 5%

的显著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因此，本文选取肉鸡价格

增长率序列作为研究对象。

3.2 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多次估计并结合 AIC 和 SC 信

息准则，最终表明商品代肉雏鸡价格增长率、活鸡价格

增长率和白条鸡价格增长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估

计，滞后 2 阶最优。因此，本文采用 MSMH（3）-AR（2）

分别估计 3 种肉鸡价格增长率的波动区制转换概率。另

外，本文将价格增长率分为下跌阶段、平稳阶段和上涨

阶段，且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不同区制状态下所对应的

表 2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C，T，K）中 C、T、K 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期数；cj 代表商品代

肉雏鸡价格，hj 代表活鸡价格，bj 代表白条鸡价格；*、**、*** 分别表示在 10%、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J-B 统计量使

用的是 JB 统计量的综合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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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肉鸡产业市场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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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商品代肉雏鸡价格 活鸡价格 白条鸡价格

样本数 232 232 232

均值  2.5340 14.0133 14.3322

最大值  5.1300 20.0700 20.4200

最小值  1.3800   8.1900   8.6200

标准差  0.5552   3.8673   3.7628

偏度  1.1913  -0.0980  -0.0296

峰度  5.7861   1.5009   1.4598

J-B 统计量 129.9110***    22.0940***    22.9659***

检验序列 检验类型 ADF 检验统计值 5% 水平临界值 检验结果

lncj （C，T，1） -2.3493 -2.8740 非平稳

lnhj （C，T，1） -0.8041 -2.8740 非平稳

lnbj （C，T，1） -0.4610 -2.8740 非平稳

△ lncj （C，T，1）  -10.6299*** -2.8740 平稳

△ lnhj （C，T，1）  -12.9408*** -2.8740 平稳

△ lnbj （C，T，0）  -12.8053*** -2.8740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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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3。

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的前提条件，即模型残

差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本文在模型估计之后，对模型

残差进行残差 QQ 图检验，以此来验证模型设定的合理

性。图 2 显示了 3 种肉鸡价格增长率使用马尔科夫区制

转换模型进行估计后残差的 QQ 图，3 种肉鸡价格增长

率估计后的残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另外，表 3 中绝大

多数参数的估计结果也较为显著，因此，马尔科夫区制

转换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其估计结果可以用来反映价

格波动和转换特征。

3.2.1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3扰动项标准差观察可得，

白条鸡价格处于“下跌阶段”的标准差最高，“平稳阶段”

和“上涨阶段”的标准差大致相当，且小于“下跌阶段”，

说明白条鸡“下跌阶段”的波动风险更大，表现出白条鸡

各区制状态下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肉雏鸡价格“下跌阶

段”的标准差相对于白条鸡有所下降，说明价格下降波动

风险有所降低，但“下跌阶段”仍然是肉雏鸡主要风险。

至于“上升阶段”的标准差则高于同一阶段的白条鸡，说

明商品代肉雏鸡在价格上涨方面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相

比较其他 2 种肉鸡，活鸡的风险属于中性，“平稳阶段”

的标准差较大，说明肉鸡产业链中游能够利用自身中游的

有利位置，有效的向上下游转移风险。由此可见，肉鸡市

场应当建立健全生产与价格识别和预警机制，有效加强肉

鸡产业下游白条鸡价格“下跌阶段”的防范，以及肉鸡产

表 3  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注：各参数估计值下方括号内为相应的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肉雏鸡价格增长率 活鸡价格增长率 白条鸡价格增长率

区制 1（下跌状态） 均值 μ1 -0.0706**（-2.4691） -0.0126（-0.6652） -0.0655***（-16.2981）

扰动项 σ1   0.2598***（-11.4105）   0.1939***（-14.5516）   0.3320***（-14.0755）

平均持续期（月）   8.3581   2.3228   1.1572

区制 2（平稳状态） 均值 μ2 -0.0108**（-2.2816）   0.0033*（1.7695）   0.0027*（1.6781）

扰动项 σ3   0.1396***（-25.7751）   0.1500***（-32.4310）   0.0917***（-49.9761）

平均持续期（月）   4.6260   9.7887  27.9528

区制 3（上涨状态） 均值 μ3   0.0507***（2.9796）   0.0055**（2.1010）   0.0098**（2.3884）

扰动项 σ3   0.1463（-21.2716）   0.1052***（-37.3720）   0.0937***（-40.0616）

平均持续期（月）   1.7427   9.9140   7.4169

AR（1）   0.3843**（2.2298）   0.2549***（3.3961）   0.4694***（7.1721）

AR（2） -0.3856***（-3.8903）   0.0279（0.5406） -0.0926（-1.3321）

最大似然函数值  329.7190  573.4711  615.1318

AIC -2.7335 -4.8439 -5.2046

SC -2.5249 -4.6353 -4.9960

                                                A                                                                                            B                                                                                              C

A、B、C 分别为商品代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的价格增长率。

图 2  肉鸡价格增长率波动区制转换模型的残差 QQ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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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游商品代肉雏鸡价格“上涨阶段”和“下跌阶段”的

风险识别和预警，从而有效降低肉鸡零售商的风险，保障

肉鸡市场的稳定运行。

另外，从自回归滞后期来看，滞后一期对当期的 3

种肉鸡价格均表现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前一期利好信息

均对当期肉鸡价格具有助涨作用，其中，白条鸡价格受

到的影响最大；滞后二期对活鸡和白条鸡价格的影响并

不显著，说明肉鸡市场信息对这两者的影响持久度较低；

而滞后二期对商品代肉雏鸡价格则表现显著负向作用，

说明利空信息对当期的助跌作用更强。

从平均持续期的角度来看，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处于

“上涨阶段”的持续期分别为 9.914 0 个月和 7.416 9 个月，

“下跌阶段”的持续期分别为 2.322 8 个月和 1.157 2 个月，

“上涨阶段”的持续期明显高于下跌阶段，其中，白条

鸡价格持续期的非对称性更为显著。而肉雏鸡价格的平

均持续期则恰恰相反，“下跌阶段”的持续期远大于“上

升阶段”，由此说明肉鸡养殖者在肉鸡产业链中处于最

不利的地位，盈利能力较差，发生亏损的概率较高。

3.2.2 区制转换概率分析    表 4 为肉鸡价格不同状态相

互转换的概率矩阵，从中可以观察到，一是各区制状态

上的持续概率普遍大于向其他两个区制转移的概率之

和，表现出一种较强的内在持续性。说明肉鸡价格在不

同状态下稳定性较高，因此，外界环境条件变化致使肉

鸡价格发生“下跌”或“上涨”的变动时，需要政府加

强对破坏肉鸡市场秩序的因素予以管理和治理，从而有

效助推肉鸡价格恢复到正常阶段。二是活鸡和白条鸡价

格处于“上涨阶段”的持续概率大于其“下跌阶段”的

持续概率；商品代肉雏鸡价格处于“下跌阶段”的持续

概率大于其“上涨阶段”的持续概率。说明政府在调控

肉鸡市场价格时，对于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在抑制上涨

方面的政策力度应该强于防止肉鸡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政

策力度，对于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调控则刚好相反。三是

从持续概率角度来看，肉雏鸡处于“下跌阶段”的持续

概率最大，活鸡处于“上涨阶段”的持续概率最大，另

外，由于 3 种肉鸡价格属于一条产业链中的上游、中游

和下游，其价格变动趋势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因此，政

府通过实施相关措施抑制肉鸡市场价格下跌时，应重点

关注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这样其他 2 种肉鸡价格也会得

到相应控制。反之，当政府防止肉鸡市场价格上涨时，

则重点关注活鸡的市场价格。

此外，从区制转移的角度来看，商品代肉雏鸡由“下

跌阶段”更倾向于向“平稳阶段”转移，由“上涨阶段”

更倾向于向“下跌阶段”转移，显示商品代肉雏鸡价格

“缓涨”和“暴跌”的现象。同理，活鸡和白条鸡价格

易表现出“暴涨”和“暴跌”现象。由此可现，肉鸡市

场中游和下游的价格波动风险最大。另外，3 种肉鸡价

格从“平稳阶段”均表现出向“上升阶段”更大的倾向。

所以，为保持肉鸡价格的平稳状态，应增加对影响其上

涨因素的关注。综上所述，3 种肉鸡价格的区制转移存

在着非对称性。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一是我国肉鸡价格波动不同阶段的波动

风险和相互转移存在非对称性。具体来说，我国商品代

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下跌阶段的波动风险均大于上升

阶段。其中，白条鸡价格下跌阶段的波动风险最大；商

品代肉雏鸡价格下跌阶段的波动风险相比较而言较小；

活鸡价格下跌风险最小，整体风险属于中性。另外，不

同阶段相互转换方面，商品代肉雏鸡价格易出现“缓涨”

和“暴跌”的现象，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则表现出“暴涨”

和“暴跌”现象。

二是我国肉鸡价格波动不同阶段的平均持续期和持

续概率存在较大差异。在平均持续期方面，活鸡和白条鸡

价格处于“上涨阶段”的持续期明显高于“下跌阶段”，

而商品代肉雏鸡价格的持续期则恰恰相反，另外，活鸡价

格“上涨阶段”持续期最长，肉雏鸡价格最短，说明肉鸡

养殖者盈利能力较差，发生亏损的概率较高。在持续概率

方面，肉雏鸡处于“下跌阶段”的持续概率最大，活鸡处

于“上涨阶段”的持续概率最大，与平均持续期结论相似。

4.2 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表 4  区制转换概率矩阵

商品代肉雏鸡 活鸡 白条鸡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0.8803 0.1196 0.0001 0.5695 0.0883 0.3422 0.8641 0.0001 0.1358

区制 2 0.0001 0.7838 0.2161 0.0001 0.8978 0.1021 0.0001 0.9642 0.0358

区制 3 0.3436 0.2302 0.4262 0.0720 0.0289 0.8991 0.0795 0.0553 0.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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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高肉鸡产业风险防范，建立健全肉鸡价格

识别和预警机制。政府针对肉鸡产业，应当加强对肉鸡

产业下游白条鸡价格“下跌阶段”的防范，以及肉鸡产

业上游商品代肉雏鸡价格“上涨阶段”和“下跌阶段”

的风险预警和识别，从而有效降低肉鸡零售商的风险，

保障肉鸡市场的稳定运行。

第二，把握肉鸡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活鸡、白条

鸡和商品代肉雏鸡价格不同阶段的持续概率明显不同，

因此，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包括资金扶持、贴息贷款等

稳定肉鸡市场价格时，应当针对肉鸡不同产业链实行差

异化策略。即对于活鸡和白条鸡，在抑制价格上涨方面

的政策力度要强于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政策力度；对

商品代肉雏鸡的调控则恰恰相反。

第三，维持肉鸡市场秩序，引导居民理性消费。肉

鸡市场价格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且一旦价格

发生变动，具有较强的内在持续性。因此，政府应当维

持肉鸡市场秩序，尤其是对破坏市场秩序的因素予以管

理和治理；另外，通过科学宣传，引导居民消费理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在因素对肉鸡市场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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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y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Broiler Price Fluctu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toregressive Model Based on Markov Stat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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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rice data of commercial broiler chicks, live chickens and white striped chickens from 
January 2000 to April 2019 in China Animal Husbandry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analyzes the price fluctuation of broiler 
industry in China by using the Markov regional conversion model. Symmetry and continu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asymmetry in the risk of volatility and mutual transfer in different stages of broiler price fluctuations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duration and persistence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 stages of broiler price fluctuations in China are also quite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of the broiler industry,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rice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the broiler industry, grasp the intensity of macro-control of the broiler industry, 
maintain order in the broiler market, and guide residents to rational consumption.
Keywords: Broiler price; Asymmetry; Persistence; MSM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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