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 "Qilihai River Crab" Brand 

Zhang bei，Xie shao-ro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47332314@qq.com 

Key words: "Qilihai River Crab", Br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ianjin “Qilihai River Crab”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brand supervision of “Tianjin Qilihaihe Crab”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business model needs to be updated, product promotion is not enough, and brand 
awareness is high. insuffici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pgrading the brand image of “Tianjin 
Qilihaihe Crab”,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constructive opinions,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ilihaihe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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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了天津“七里海河蟹”的产业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天津七里海河蟹”

的品牌监管有待加强，经营模式有待更新，产品宣传力度不够，品牌意识不足等问题。从提

升“天津七里海河蟹”品牌形象为核心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建设性意见，并为“七里海

河蟹”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1．引言 

 “七里海河蟹”,学名中华绒螯蟹。因其蟹黄异常丰厚、饱满肥硕,腹部洁白,透过薄薄的

蟹盖,呈现出一层紫色,煮熟后变成橘红色,故名紫蟹。享有"紫蟹上桌百味淡"之誉,堪称蟹中上

品。“七里海河蟹”自清朝雍正年间起成为宫廷贡品。据《畿辅通志》记载;雍正四年(1726
年),朝廷派怡贤亲王爱新觉罗ꞏ亂祥检查水利来到七里海,陪同的地方官员用“七里海河蟹”招

待,亲王品尝后赞不绝口,临行前特意带一篓河蟹献给皇上。皇上品此美味,龙颜大悦,于是下令

每年要进贡“七里海河蟹”,从此“七里海河蟹”名声大振。其中“七里海河蟹”2002年被天

津市政府命名为“优质农产品”，并于2006年12月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在2017年12月被评为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对“七里海河蟹”实施地理标志品牌保护。 

2．天津“七里海河蟹”产业发展现状 

“七里海河蟹”自清朝雍正年间就称为宫廷贡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推进，

“七里海河蟹”产业现状并不良好。过去“七里海河蟹”养殖完全是个体养殖户自产自销，

养殖规模小，销售价格不稳定，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七里海河蟹”

的产业发展。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相关农业政策的提出，“七里海河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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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得以快速发展。随着七里海河蟹养殖产业规模化发展，过度捕捞自然资源，无序引进异地

苗种，大大增加了七里海河蟹种质退化和混杂已成为当前养殖发展的瓶颈。[1]虽然“七里海河

蟹”的养殖面积逐年在增加，但是市场开拓却不足，主要市场在京津冀地区，且品牌知名度

不高，和阳澄湖大闸蟹等螃蟹品牌无法进行抗争，这是目前“七里海河蟹”销售模式转型的

一大制约因素。2019年天津宁河区七里海有大量湿地需修复，天津宁河区全力开展七里海湿

地修复保护工作，实施土地流转、生态移民、引水调蓄等十大工程，这其中“七里海河蟹”

的生态宝地也在其中。“七里海河蟹”作为宁河农业精品，宁河区通过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将

七里海河蟹和水稻进行混养开拓了稻田蟹的立体种养之路。 
近年来“七里海河蟹”发展模式大多都是抱团发展，养蟹农户们联合七里海成立多家“七

里海河蟹”养殖合作社。在发展模式上也有创新，有的养殖户开发出了钓蟹等渔家乐模式，

但“七里海河蟹”现阶段的主要销售群体是来宁河七里海游玩的游客，或是当地的蟹贩子。

“七里海河蟹”在销售渠道和销售拓展上还有待加强。 

3.天津“七里海河蟹”产业存在问题 

3.1品牌监管有待加强，品牌环境低迷 

    银鱼、紫蟹、芦苇草为宁河 “三宝”。其中，“七里海河蟹”远近闻名，深受食客青睐。
[2]在2017年“七里海河蟹”被评为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但是当地对“七里海河蟹”品牌的品

牌监管力度不够，在七里海周边有很多商家在售卖的“七里海河蟹”都不是真正的“七里海

河蟹”，大多都是南方蟹、洗澡蟹、抽膏抽黄蟹。这对“七里海河蟹”的美誉度造成了极大

影响，且影响了“七里海河蟹”的品牌环境。还有部分商家在售卖“七里海河蟹”时缺斤少

两，包装内的“七里海河蟹”份量不足，致使百姓在购买“七里海河蟹”后对产品质量不满，

没有一个好的品牌印象，这些都大大影响了“七里海河蟹”的品牌形象。 

3.2经营模式有待革新，产品宣传力度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行为的调控主要是依靠行业内部的自律，随着“七里海河蟹”

的发展[3]宁河当地有成立“七里海河蟹”养殖合作社，但经营主要售卖群体是到七里海游玩的

游客和部分天津当地百姓。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七里海河蟹”的养殖户自产直销的模式等。

在这些经营模式中由于“七里海河蟹”的品质不一，且没有统一的包装，在销售市场上无法

脱颖而出经营零散，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管理还加重了七里海河蟹对自然资源的影响[4]，这些

严重影响了产品价格和养殖者的收益，这种零散的经营模式容易造成河蟹品质无法保证，养

殖规范难以推行。这都是“七里海河蟹”前进的阻力。此外“七里海河蟹”的销售地域性较

强，产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其他省市对“七里海河蟹”的了解少之甚少，销售的范围非常局

限。 

3.3品牌意识不足，没有优质完善的包装设计系统 

    现阶段市场上阳澄湖大闸蟹是蟹品牌中品牌影响力较优的产品，阳澄湖大闸蟹有完整的

品牌logo、产品包装设计、产品周边设计。而“七里海河蟹”给用户的品牌感较弱且产品包

装零散不一，有的采用竹篓包装突出产品特色，有的采用礼盒包装突出产品内涵，在七里海

镇附近还有采用零散网兜的包装。这些零散不一的包装对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大打折扣，消费

者对“七里海河蟹”的品牌形象也凌乱无序，这就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心中“七里海河蟹”的

产品形象，会对“七里海河蟹”在消费者口中的口碑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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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津“七里海河蟹”产业发展前景及对策 

4.1建立品牌保护机制，保护生产环境 

    在发展“七里海河蟹”产业的同时还要加强“七里海河蟹”品牌保护机制的建设，要杜

绝劣质品牌使用南方蟹、洗澡蟹、抽膏抽黄蟹等混淆消费者视听。营造良好的“七里海河蟹”

品牌发展氛围。对于现阶段养殖面积较大的河蟹产区要规划好产地范围，政府出台相应政策

保证养殖用地不被挤占，对与养殖面积不多的地区要积极进行开发让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养殖

中来，带动宁河区农户的就业率。还要提高七里海河蟹的生态育苗系统即土池育苗、绿水育

苗、肥水育苗等[5]将养殖技术共享，系统的对农户进行养殖培训，提升七里海镇的河蟹养殖水

平，要对水质、水源和空气质量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测，要将周边的工厂企业安置在“七里海

河蟹”养殖环境安全距离之外，以保障“七里海河蟹”的生产环境。 

4.2引用新型销售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在“七里海河蟹”的宣传和推广上应加大投入。依托电视、广播、网络等多样化途径，

积极宣传“七里海河蟹”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力宣传政府扶持政策，切实提高全社会

的品牌意识。同时，通过广泛开展“七里海河蟹”品牌化建设相关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向

广大“七里海河蟹”品牌建设主体传授“七里海河蟹”品牌化建设的主要方法，帮助涉农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民树立正确的品牌建设思路，使广大品牌化建设主体形成以消费

者为中心的品牌建设意识。[6]在宣传和推广上应结合大量农业推广活动，如“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收特色农产品展销会”、“津溪采摘节”等等，通过参加这些推广活动将“七里海河蟹”品

牌更快的引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提升“七里海河蟹”的品牌形象，在品牌知名度上做到实际

提升。在销售渠道上应依托电视、广播、网络等多样化途径，可以组织当地农户通过自媒体

形式开设自己的自媒体营销号（如抖音、快手、微视），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大力推广“七里

海河蟹”的品牌，在短视频窗口进行商品投放增加“七里海河蟹”产品销量。养殖户还可以

通过淘宝开设自己的网店，增加销售渠道，让各个城市的百姓能了解“七里海河蟹”、品尝

到“七里海河蟹”。 

4.3加强“七里海河蟹”品牌设计，增强品牌化。 

    “七里海河蟹”在现阶段的产品包装美观度上，还没有达到众多消费者的满意度，很多

养殖户忽略了包装设计对农产品营销的重要性。每一个优质的产品，需要有一套优质的包装

设计与其匹配，当优质的产品和好的设计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才能大大增加品牌价值，提

升品牌效益。好的包装设计要准确迅速地传递农产品与品牌信息，提供明确的信息基础; 文
字设计与排版应做到相对集中。[7] “七里海河蟹”在包装设计上可以多体现自身特色，如自

清朝雍正年间起成为宫廷贡品的产品悠久历史和品质等等。除了做好“七里海河蟹”的包装

设计，还需要做一些周边衍生设计，从多个维度共同塑造“七里海河蟹”的品牌，加强“七

里海河蟹”品牌的综合竞争力，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5.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品牌的影响力日益突显。[8] “七里海河蟹”是我国水产养

殖的一个重要产业他为天津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起到重要作用。[9]今天的农业市场上的消

费者大多是挑选品质，追求吃的安心吃的放心，已和从前单纯为了饱腹的需求大不相同。农

产品市场已经进入“品牌消费”阶段，消费者认牌消费农产品，面对这种情形，企业必须重

视品牌的建设。[10]只有重视“七里海河蟹”的品牌建设，建立品牌保护机制，引用新的销售

渠道加大宣传力度这样才能让“七里海河蟹”作为宁河三宝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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