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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大红袍 

1.大红袍品种概况 

1.1 品种简介 

武夷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乌龙茶之名品——大红袍，因其特有的

“岩骨花香”之岩韵品质特征而名扬海内外。武夷山大红袍，是中国茗苑中的奇

葩，素有“茶中状元”之美誉，乃茶中之王，堪称国宝，产于福建省武夷山，以

精湛的工作特制而成。成品茶香气浓郁，滋味醇厚，有明显“岩韵”特征，饮后

齿颊留香，排名中国十大名茶之首。 

 

图 1  武夷山大红袍 

1.1.1 母树大红袍 

大红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有其名，目前大红袍的母树仅有数株，堪称茶

中瑰宝。世人口中所传诵的大红袍年产七两的神话，让茶叶市场中大红袍的价格

高居不下，且优劣难分。大红袍原母树产于福建武夷山天心岩九龙窠的高岩峭壁

之上，有 350 多年历史，2003 年，武夷山市政府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现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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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大红袍母株投保一亿元人民币产品责任保险。事实上，从 2006 年起，国家有

关部门对母树大红袍停止采摘进行留养，最后一次采制的产品已收藏于故宫博物

院。大红袍的制作技艺如今已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 2  母树大红袍 

在国家博物馆近万件各类藏品中，除此前曾收藏的古代茶具用品及清代宫廷

内的普洱茶饼外，此次由武夷山市政府捐赠的大红袍母树茶叶系该馆入藏的唯一

现代茶叶。现在，大红袍依然被称为国茶。自大红袍无性繁殖获得成功，经专家

鉴定，其保持了母树的优良特性。2002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并

实施大红袍强制性国家标准，目前武夷山大红袍栽植面积已得到很大发展，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茶叶质检中心主任骆少君认为，已形成规模的武夷山大红袍，其

质量和母树是一样的。 

1.1.2 大红袍地理标志商标 

武夷岩茶大红袍已经注册成为地理标志商标，它不仅成为了“福建省十大地

理标志商标”，还是中国驰名商标，是武夷岩茶的公共品牌，它的保护范围是武

夷山市的行政区域。如今的大红袍代表了武夷岩茶。 

武夷山大红袍产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市区域，该处森林密布，环境优美，属

亚热带温湿气候，年均降水量在 2000 毫米以上，相对湿度在 80%左右，四季气

候温和，年均气温约 18.5℃。山间溪涧飞流，云雾缭绕。土壤系酸性岩石风化而

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武夷山内山（岩山）有较大面积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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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红袍区域图 

1.1.3 大红袍品种及分类 

按照茶叶产地范围：武夷岩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于武夷山市所辖行政

区域范围，按茶叶产地范围不同分为正岩、半岩和洲茶，正岩地区又分为名岩区

和正岩区两个部分。名岩区指武夷山三坑两涧地区，即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

两涧指流香涧和悟源涧，而正岩指除了三坑两涧外其余的山峰与山岩；半岩指除

了正岩以外的区域；洲茶则是公路两边、溪流两岸的平地所产的茶。 

按照茶叶品种有：大红袍、水仙、肉桂、奇种、水金龟、白鸡冠等上千种。 

按照质量等级分为：特级、一级、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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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红袍分类 

1.2 大红袍品种特征 

大红袍的采制技术：每年春天，采摘 3~4 叶开面新梢，经晒青、凉青、做青、

炒青、初揉、复炒、复揉、走水焙、簸拣、摊凉、拣剔、复焙、再簸拣、补火而

制。 

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是：外形条索紧结，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橙黄明亮，

叶片红绿相间，典型的叶片有“绿叶红镶边”之美感。大红袍品质最突出之处是

香气馥郁有兰花香，香高而持久，“岩韵”明显。大红袍很耐冲泡，冲泡七、八

次仍有香味。品饮“大红袍”茶，必须按“工夫茶”小壶小杯细品慢饮的程式，

才能真正品尝到岩茶之颠的韵味。 

1.3 大红袍种植与加工 

1.3.1 大红袍种植 

武夷山大红袍植株灌木型，树冠半披张，树高可达 2 米以上，主干尚明显，

分枝较密，叶梢向上斜生长，叶一般在 6~7cm，长者可达 11~12cm；宽一般 3cm

左右，宽者可达 4~4.3cm，中叶型，近阔椭圆形，先端钝略下垂、叶缘略向面、

叶绿光亮，叶肉稍厚微隆质脆、叶尚浅尚明 27~28 对，叶脉 79 对，花型尚大，

直径 3cm 左右，花瓣 6 片，萼片 5 片、花丝稀疏稍长，高低不齐，二倍体，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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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等。嫩芽梢尚壮，深绿微紫，夏梢叶更显带红毫尚显，萌芽、开采期比肉桂

品种迟，一般在 5 月 10 日左右（缓冬年份）。 

大红袍茶树种苗应采用无性繁育，应选择品种纯正、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

优良的母树。在茶苗休眠期定植，以雨后或阴天最好，若发生干旱忌载。 

1.3.2 大红袍采收、加工及储存 

1.3.2.1 大红袍采收 

大红袍开采期为春茶在谷雨前后开采、夏茶在小满前后开采、秋茶在立秋以

后开采。 

采摘条件：在大红袍顶叶小开面至中开面，以中开面最适宜；2 叶至 4 叶嫩

梢及采摘层上的幼嫩对夹叶。 

采摘方法：每季萌发的新梢，确定合理的留养高度为采摘面高度，并以此为

水准从树冠中间往外采。高于额定采摘面以上的新梢芽叶应全部采摘，低于额定

采摘面以下的新梢芽应全部留养；投采茶园一般控制树冠高度为 80~120cm；严

格留养采摘面以下的侧枝、低梢及树冠稀疏处的芽梢，待每季采摘后，再轻度摘

去留养新梢的顶芽。 

采摘方式：生产上目前以人工采摘和机械采茶两种方式为主。 

茶青贮运：茶青采下后就即时运达工厂进入萎凋程序，防止长时间堆沃和多

次翻动损伤，最忌发热红变。茶青采下后一般在 2 小时内运达工厂则对茶青品质

影响较小，若途中超过 4 小时则应采取相应措施，否则对品质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1.3.2.2 大红袍加工工艺 

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的核心是“始终不能让茶叶的生命消失”。大红袍

茶叶从离开母树的那天起，虽经过萎凋、炒青、揉捻、烘干、剔捡、焙火等制作

过程，但在制作人依照“绿叶红镶边”的规则引导下，它的生命始终保存着，只

要在水的作用下可以慢慢把它唤醒，变得越来鲜活。大红袍制作技艺能成为人类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足以说明它的独特性。 

大红袍制作工艺过程主要分为初制工序和精制工序。 

（1）武夷山大红袍初制工序 

茶青→晒青或萎凋→做青→杀青→揉捻→烘干（初烘、摊凉、复烘）→毛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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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红袍初制工艺过程 

（2）武夷山大红袍精制工艺 

毛茶→归堆、定级→筛号茶取料→拣剔、风选→筛号茶拼配→干燥→摊凉→

均堆→自检→定量包装→产品茶 

 

图 6  精致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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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大红袍储存 

武夷岩茶大红袍的保质期和加工工艺、保存条件有关，一般轻火功的茶不易

长期保存，中足火的茶叶只要保存条件得当可以长期保存。 

宜储存在干燥、阴凉、避光处。 

1.4 大红袍营养价值及功效 

大红袍有茶多酚、茶多糖、茶氨酸三种有益成分高，具有抗癌、降血脂、增

强记忆力，降血压等良好的作用。一是茶多酚特别多，其中最重要的 EGCG 具

有抗癌功能；茶多糖含量是红茶的 3.1 倍，绿茶的 1.7 倍，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降低血脂；作为茶叶特有的氨基酸——茶氨酸的含量达 1.1%，可以促进脑部血

液循环，具有增强记忆力、降低血压的作用。 

此外还具有明目益思，轻身（减肥）耐老（延缓衰老），提神醒脑，健胃消

食，利尿消毒，祛痰治喘，止渴解暑，抗辐射，抗癌防癌，抗衰老，降胆固醇等。 

1.5 大红袍商业价值 

武夷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乌龙茶之名品——大红袍，因其特有的

“岩骨花香”之岩韵品质特征而名扬海内外。 

 

图 7  大红袍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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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武夷山茶文化基因 

武夷山是世界乌龙茶的故里。武夷山茶文化起源于北魏时期，至宋代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到元代大德六年（1302 年）朝廷在武夷山九曲溪的四曲岸边设立

官焙局（御茶园），至此武夷山茶正式皇家贡茶。 

武夷山茶的早期制作工艺为团茶，史称龙凤团饼，至明朝朱元章为减轻茶农

负担而改团茶为散茶，武夷山大红袍的制作工艺得到了改进，并逐步形成了完整

的制作技艺。到清代形成了以武夷山下梅村为起点，南至新加坡，北过归化、库

伦，抵俄罗斯恰克图，一直延伸进入欧洲的万里茶道，武夷茶的世界贸易得到迅

速发展。该万里茶道的形成为武夷山茶文化的发展和形成世界级的茶品牌带来深

远的影响。 

到现代，武夷山茶文化更发展成为世界茶文化之典范。2003 年国家文化部

授予中国唯一的茶文化艺术之乡；2006 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2013 年 11 月武夷岩茶（大红袍）被国家博物馆收藏；2014 年 6 月武夷岩

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上升为国家意志。 

武夷山茶文化与儒释道三教同山，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武夷岩

茶（大红袍）茶文化集儒释道三教文化之精华，形成了感恩、包容等博大的文化

精髓。“茶和天下”是武夷山茶文化发展的终极梦想。 

2.大红袍产业概况 

据统计，2014 年武夷山市茶园面积为 14.8 万亩，投产面积 13.6 万亩，茶叶

总产量 780 万公斤，总产值 15.8 亿元。全市涉茶人数已达 8 万余人，全市注册

茶企业 4800 多家（其中：个体工商户 3000 多家），通过 QS 论证企业 440 家，

市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 8 家,茶叶合作社 94 家。 

2015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武夷山大红袍以 24.61 亿元的品

牌价值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并被评为“最具品牌带动力品

牌”。 

2.1 产业链概况 

在大红袍产业链中，大红袍主要经历茶农种植→初加工→贸易→深加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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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产业链传导机制。涉及上游茶农生产原料、种植、采收、采购经销、企业

加工、贸易经销、终端消费等；下游企业比较分散，如茶叶商户、茶企、茶叶专

卖店、茶楼等，涉及食用、药用等诸多领域。 

2.2 生产概况 

2.2.1 我国大红袍种植情况 

大红袍产自福建省武夷山市。大红袍主产区分布于境内以风景区为核心的周

边乡镇，其中星村镇、五一街道和兴田镇三个产茶大乡镇种植面积约占全市总面

积的 85%以上。据统计，2014 年武夷山市茶园面积为 14.8 万亩。随着政府政策

和措施的力推，“武夷山大红袍”品牌影响逐渐扩大，武夷山茶园面积呈现逐年

的上涨态势。2013 年为了推动“武夷山大红袍”品牌竞争力，走高端精品路线，

重点提升茶叶单产和茶叶品种，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控制大红袍种植面

积，茶园经营标准精准化。 

 

图 8  武夷山市茶园面积 

数据来源：武夷山市茶叶局 

2.2.2 大红袍历年产量情况 

近年来，武夷山市政府高度重视茶产业，把茶产业列为市农业主导产业，借

助武夷山世界双遗产地、旅游胜地的优势，将茶产业与旅游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 2006 年开始，持续组织茶企业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深圳、香港、

福州等地开展“浪漫武夷，风雅茶韵”系列茶旅促销活动，努力打造“武夷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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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袍”品牌，推动了茶产业良性发展。据统计，2014 茶叶总产量 7800 吨，总产

值 15.8 亿元，价格总体增长 15%~30%。 

 

图 9  武夷山市历年茶叶产量 

数据来源：武夷山市茶叶局 

 

图 10  武夷山市茶叶总产值 

数据来源：武夷山市茶叶局 

2.3 贸易概况 

大红袍的种植加工基地总体分布于福建武夷山地区，在生产加工环节，大红

袍初、精制加工企业主要集中于福建武夷山，呈现高度集中。目前大红袍精制加

工企业主要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初制加工企业整体呈现出“多、小、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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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企业普遍存在加工能力有限，生产环境简陋，加工设备落后，工艺不规范，

生产技术水平低，标准化生产意识淡薄，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由此可见，我

国大红袍行业在种植、加工环节呈现区域性集中，但生产企业尤其是品牌企业却

相对分散。但随着我国茶叶生产经营的不断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茶叶品牌企业

的市场占有率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大红袍作为茶饮消费品，从原料采摘开始到加工再到包装销售，最终到达消

费者手中。大红袍选用优质的茶青，经过精制的工艺加工而成，可以保存 3 年以

上。目前大红袍的贸易形势和其他茶叶产品类似，主要通过“农户+茶企+经销

商”的传统贸易模式，其中农户作为大红袍原料提供者，茶企通过原料加工及品

牌运营提升大红袍的市场价值，最后通过经销商推广市场，到达消费者手中。中

间环节复杂，链条过长，成本大，产品质量容易出现监管壁垒。 

主要流通渠道为生产厂商→茶叶门市店→茶馆茶楼、食品商场、酒楼、餐厅、

超市、网络商铺、家庭用户。其中，茶叶市场通常集各类茶叶的批发零售于一体，

但主要以大宗批发为主，兼带一部分零售。茶叶店又分为企业品牌专营店和一般

个体经营店，主要以茶叶零售为主。商场、超市通常以零售专柜、专区等形式进

行茶叶零售。网络商铺则是依托互联网新发展起来的茶叶交易模式，与传统市场

相比，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2.4 消费概况 

在市场销售环节，随着大红袍近年来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其销售

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每年的消费量增长约在 15%~20%。目前大红袍品牌企业销

售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地的一、二线城市，同时又以南方市场为主销区域，其中福

建、广东两省大红袍主要消费地区，消费量约占 80%以上。 

在政府和企业的不断努力下，每年组织茶企业参加上海、天津、马来西亚、

大连、北京等地展销活动。同时，充分利用知名网站和媒体大力宣传武夷岩茶（大

红袍）品牌，在全国新设立了武夷山大红袍推广中心 2 个，营销网点 100 多家，

累计设立营销点已达 5000 多家，大红袍全国知名度不断扩大。 

另外，大红袍的投资价值也逐渐的获得广大投资者的青睐，大红袍属于半发

酵茶，保存得当一般保质期在 3 年以上，另外真正的大红袍产量有限，彰显其内

在的品种升值及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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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红袍价格影响因素 

大红袍是武夷岩茶中的极品，是中国乌龙茶中知名度最高的茶种，有着悠久

的历史。大红袍茶树生长环境、成本费用、制作工艺等不同使得大红袍的等级标

准也有较大的差异。 

通过调研了解到，大红袍的市场价格呈现上涨态势。目前市场上大红袍的价

格从几百元一斤到上万元一斤不等，因为每年的气候因素、成本因素及工艺品质

的差异，大红袍的价格市场各异。另外，随着大红袍产业的发展，大红袍每年的

销售价格增长率达到 15%~30%。 

3.1 供求因素 

供需因素是影响大红袍价格走势的最基本因素，供不应求价格提高，供过于

求价格下跌。从供给方面来看，受原产地区域保护，武夷山茶园面积目前保持在

14.8 万亩，2014 年产茶叶 780 万公斤。而在原产地保护区内称“正岩”、正岩以

外称“半岩”、公路两边、溪流两岸的平地所产的茶称“洲茶”，武夷山以外在当

地有售，但不能称为大红袍。 

从需求方面来看，目前大红袍主要消费区集中于福建省和珠三角地区，随着

政府政策和措施力推大红袍品牌建设和宣传，大红袍全国知名度不断扩大，需求

量也不断增加。 

3.2 气候及地理因素 

大红袍作为农林产品，具有农林产品的特性，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每一年

的气候不同，价格也会出现波动，频繁的雨水天气或是长期的干旱天气，都会影

响茶青的生长。 

2010 年开春时，武夷山地区发生“倒春寒”，导致大红袍受到严重影响，受

到残冻影响，整个三月份茶叶基本无收，5 月茶叶大量上市期间，减产已致茶青

大幅涨价，在茶青、毛茶、净茶层层相扣，层层追涨的情况下，大红袍价格出现

较大幅度的上扬。 

另外，大红袍是一种很注重产地的茶品，产地所赋予大红袍的内在信息在行

业内是不容混淆的，它实际上决定了大红袍在市场上的价格，以洲茶、半岩、正

岩为例，其价格也呈现出依次递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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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本因素 

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大红袍的成本一般涵盖种植成本、加

工成本、劳动力成本、租金、管理成本等方面。 

大红袍的价格和茶叶的产区很多因素有关，除了天气的好坏之外，还与人工

费用等生产成本费用有很大关系。人工费，农资费成本的上升也会也会导致茶叶

收购成本的涨幅，使得大红袍的价格上涨。福建各地普遍缺工，而武夷山武夷岩

茶大红山大袍的茶青采摘、制作、拣剔、焙火、精加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些

人力本钱的上涨提高了茶叶的批发价，自然也会使大红袍的零售价受到影响。 

3.4 工艺水平 

工艺的好坏决定了产品的质量。武夷岩茶从工艺上说有初制和精制之分，从

茶叶的外形、滋味、香气、汤色、叶底等都可以观察到岩茶工艺水平的高低，岩

茶工艺水平还直接影响到茶叶等级的区分，其价格当然也是不同的。 

3.5 其他因素 

此外，大红袍品牌附加值、宏观经济因素、物流因素、替代品竞争因素等都

会影响大红袍价格波动。 

4.大红袍品质与检验 

4.1 行业现行标准 

在大红袍行业中，对大红袍质量等方面有比较全面的标准体系。国家标准

GB/T 18745-2006《地理标志产品 武夷岩茶》对大红袍从生长环境、区位选择、

茶苗繁育、茶苗栽培、茶青采摘、大红袍加工制作、产品包装、运输等整个产业

流程都进行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化。其中，茶青的采摘标准、质量等级标准、运输

贮存、加工工艺标准，大红袍产品的品质等级标准、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及产

品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都施行了详细的规范。 

大红袍属于武夷岩茶，春茶于每年 4 月底至 5 月初开采，每级又有细分，根

据品质分为三级，以特级为上品。除了等级，根据茶青产地不同，还分为：正岩，

即茶青采自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品质最好；半岩，即采自武夷山风景区周边；洲

茶，即采自武夷山风景名胜区附近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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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业质量需求 

国家标准 GB/T 18745-2006《地理标志产品 武夷岩茶》对“武夷茶王”的大

红袍品种制定了从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等多方面标准规范，具体如下。 

4.2.1 感官品质 

武夷山大红袍茶产品应洁净，不着色，不得混有异种植物，不含非茶叶物质，

无异味，无异臭，无霉变，各类产品应符合相应的感官品质。 

表 1  大红袍产品感官品质 

项目 
级别 

特级 一级 二级 

外

形 

条

索 
紧结、壮实、稍扭曲 紧结、壮实 紧结、较壮实 

色

泽 
带宝色或油润 稍带宝色或油润 油润、红点明显 

整

碎 
匀整 匀整 较匀整 

净

度 
洁净 洁净 洁净 

内

质 

香

气 
悦、浓长或幽、清远 浓长或幽、清远 幽长 

滋

味 

岩韵明显、醇厚、

回味甘爽、杯底有余香 

岩韵显、醇厚、

回甘快、杯底有余香 

岩韵明、较醇厚、

回甘、杯底有余香 

汤

色 

清澈、艳丽，呈深橙黄

色 

较清澈、艳丽，呈深

橙黄色 
金黄清澈、明亮 

叶

底 

软亮匀齐、红边或带朱

砂色 

较软亮匀齐、红边或

带朱砂色 

较软亮、较匀齐、红

边较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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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理化指标 

表 2  大红袍理化指标 

项    目 水分 总灰分 碎茶 粉末 

指标/(%)       ≤ 6.5 6.5 15.0 1.3 

4.2.3 卫生指标 

表 3  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铅/(mg/kg)                                   ≤ 5 

六六六/(mg/kg)                               ≤ 0.2 

滴滴涕/(mg/kg)                               ≤ 0.2 

三氯杀螨醇/(mg/kg)                           ≤ 0.1 

联苯菊酯/(mg/kg)                             ≤ 5 

氯氰菊酯/(mg/kg)                             ≤ 0.5 

溴氰菊酯/(mg/kg)                             ≤ 5 

顺式氰戊菊酯/(mg/kg)                         ≤ 2 

氟氰戊菊酯/(mg/kg)                           ≤ 20 

氯菊酯/(mg/kg)                               ≤ 20 

乙酰甲胺磷/(mg/kg)                           ≤ 0.1 

乐果/(mg/kg)                                 ≤ 0.1 

敌敌畏/(mg/kg)                               ≤ 0.1 

杀螟硫磷/(mg/kg)                             ≤ 0.5 

喹硫磷/(mg/kg)                               ≤ 0.2 

大肠菌群/(MPN/100g)                         ≤ 300 

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剧毒、高毒和禁用农药不得在茶叶生产中使用。 

注 2：检验项目可以根据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监督抽检工作需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