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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竹鼠养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竹鼠养

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竹鼠养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竹鼠养殖行业的现状、中国竹鼠

养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竹鼠养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竹鼠养殖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竹鼠养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竹鼠养殖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竹鼠喜在安静、清洁、干燥、光线适当、空气新鲜的环境，以夜间活动较频繁。其活动规

律可分活动周期和休息周期。其性喜暖，生活温度为-8--35℃，最适温度为8-28℃。喜躲于光

线很弱的角落，若置于太阳下直晒时，就奔跑不息，显得不安。当人向它吹气时，立即露出

锋利粗大的门齿，同时发出&ldquo;呼呼--&rdquo;的鸣声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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