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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白茶 

1.安吉白茶品种概况 

1.1 品种简介 

安吉白茶产自浙江省安吉县，是以当地“白叶一号”茶树的春季白化芽叶为

原料，通过杀青、理条、烘干等工艺制成的一种针形绿茶。安吉白茶外形细秀，

形如凤羽，色如玉霜，光亮油润，内质香气鲜爽馥郁，滋味鲜爽甘醇，汤色鹅黄，

清澈明亮，叶张玉白，叶脉翠绿，被誉为“茶叶一绝”。 

 

图 1 安吉白茶 

安吉白茶历史悠久，是浙江省十大名茶之一。九百年前，宋徽宗在《大观茶

论》中写道：“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

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

二、三胯而已。”可见在北宋时期，白茶已是当时最为珍贵稀少的茶叶品种，其

品质“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评价非常之高。后经国内有关专家考证认定，

宋徽宗所讲到的白茶就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才被发现的、生长于浙江安吉县的安

吉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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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吉白茶母树。上世纪 80年代，安吉县林业工作人员在安吉天荒坪镇

大溪村横坑坞海拔 800米的高山上偶然发现了一株百年以上白茶树，嫩叶纯白，

仅主脉呈微绿色，经鉴定，该白茶树为珍稀茶树良种，世所罕见。这株古茶树是

现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株存活的白茶树种，它受云雾之呵护，得泉露之滋养，如今

依然枝繁叶茂，亭亭玉立于山谷中，被世人称之为“中国白茶祖”。安吉县的茶

叶工作者通过近 20 年的科研培育，利用这株古茶树的枝条，通过无性繁育技术，

成功地将这一茶中极品推广开来。 

 

图 2 安吉﹒白茶祖 

1.2 分布区域 

安吉白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原产地范围限于浙江省安吉县现辖行政区域

（图 3）。安吉县是国家级生态县，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县，全国重点产茶县，中

国白茶之乡。同时安吉也为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是一个人居环境良好的生态旅

游县，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水质达到Ⅰ、Ⅱ类，是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

之地。走进中国美丽乡村安吉，犹如走进一幅动人的山水画卷，连绵不绝的竹海，

漫山遍野的树林，清澈的溪流，古朴的民居，村在林中，林在村中。2010年，

安吉“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正式成为“国家标准”和省级示范，被授予全国

唯一的县级最佳人居环境奖。 

安吉县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北麓，地势由西南崛起向东北倾斜，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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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缓，构成三面环山，东北开口的箕状盆地。气候属北亚热带南缘季风气候区，

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 15.5℃，平均无霜期 226d；最冷一月

份平均气温-5℃～-10℃；年降雨量约 1510mm，相对湿度 80%左右；年日照时数

2000h。区域内山地资源丰富，植被覆盖率达 73%，森林覆盖率达 69%；多为山地

丘陵红黄壤，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土壤 ph值 4.5～6.5，是优质茶叶生长

的良好基础。这里因此得以酝酿出中华“茶叶一绝”——安吉白茶。 

 

 

图 3 安吉白茶原产地分布图 

1.3 品种特征 

安吉白茶作为一种珍罕的变异茶种，以其叶白、脉翠、香郁、味醇独树一帜。

成品茶外形细秀，形如凤羽，颜色鲜黄活绿，光亮油润；冲泡杯中叶张玉白，茎

脉翠绿，汤色鹅黄，清澈明亮，鲜爽甘醇，香高持久。主要具以下三大特点： 

（1）安吉白茶属于绿茶类。安吉白茶与中国六大茶类中“白茶类”中的白

毫银针、白牡丹是不同的概念。传统的白茶类如白毫银针、白牡丹是由绿色多毫

的嫩叶制作而成的白茶，色白是由加工而成，而安吉白茶是一种特殊的白叶茶品

种，色白是由品种而来，因安吉白茶的茶芽嫩叶全为玉白色和白色的缘故。 

（2）安吉白茶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白化现象的温度敏感型突变体。其阈值约

在 23℃，即越冬芽在日平均温度 23度以下才会发生白化现象，萌发的嫩芽为白

色，超过这一阈值就不表现，并逐渐返绿。这是由于安吉白茶在白化期间叶绿体

膜结构发育发生障碍，叶绿体退化解体，叶绿素合成受阻，质体膜上各种色素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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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复合体的缺失，导致了芽叶变白。因此安吉白茶经浸泡后，其叶底呈现玉白色。

但安吉白茶芽叶白化期较短，仅清明前后一个月左右，所以安吉白茶采摘期较短，

仅特定的白化期内采摘、加工和制作。 

（3）安吉白茶具高氨低酚的代谢特征。安吉白茶在白化过程中生化成分也

稍稍发生改变，其中 1,5-二磷酸核酮糖羧化酶(RuBPCase)的大小亚基含量及酶

活性下降，同时伴随着蛋白水解酶活性的升高，使可溶性蛋白质的大量水解，导

致游离氨基酸含量上升。安吉白茶经生化测定，氨基酸含量高达 6.25%，为普通

绿茶的 2倍以上，茶多酚含量则在 10%左右，酚氨比只有 1.6-2.3，这样的高氨

低酚在我国众多品种中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安吉白茶香高味醇的生化基础。 

1.4 种植与加工 

1.4.1 白叶一号种植 

“白叶一号”是安吉白茶茶树品种，于 1998 年经浙江省品种审定委员会鉴

定为浙江省无性系茶树良种。“白叶一号”为温度敏感型突变系中叶种灌木茶树，

叶长椭圆型，叶尖渐突斜上，叶身稍内折，叶面微内凹，叶齿浅，叶缘平，中芽

种，春季新芽玉白，叶质薄，叶脉浅绿色，气温＞23℃时叶渐转花白至绿。春季

定植：2 月中旬—3 月上旬；秋季定植：10 月下旬—11 月下旬。 

 

图 4 白叶一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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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安吉白茶的鲜叶采摘及加工 

1.4.2.1 鲜叶采摘  

安吉白茶一年一采，采摘开始时间一般为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初，采摘的

整个周期一般为20天左右。采摘时间具体会因地理位置、气温情况的不同而有所

差异，因为安吉白茶有个白化过程，相比其他茶类，在采摘上对气温更为敏感，

气温一定值，白化程度越好则其品质越好。一般上，当茶树蓬面每平方米达到

10-15个标准芽可采时为开采期。安吉白茶采摘标准要求茶叶分批多次早采、嫩

采，要勤采、净采、不漏采；越早采摘价格越高；嫩采则茶质就越好。一般要求

玉白色的一芽一叶初展至一芽三叶，芽叶成朵，并要求叶肉玉白叶脉翠绿、新鲜、

匀净。 

1.4.2.2 加工及储藏 

安吉白茶的加工工艺同绿茶工艺，如下图： 

 

图5 安吉白茶加工工艺流程 

摊青：及时摊放，厚度均匀，不可翻动，避免阳光。摊青目的，一是提高安

吉白茶品质。二是便于炒制，摊放时间手抓柔软为宜。 

杀青：高温杀青，先高后低，通过高温 250－300℃左右，破坏酶的活性。

防止红梗、黑梗，茶叶下锅后听到炒芝麻似的爆声即为杀青适温。 

理条：杀青后，逐步提高转速，锅内温度降低，时间 3分钟。 

烘干：初烘：烘干机温度 100 ℃左右,10 分钟。 

摊凉：15分钟。 

复烘：温度 80－90℃，低温长烘。 

安吉白茶储存方法与一般绿茶类似，要求避光、密封、低温储存，理论上保

质期在18个月左右。目前保存储藏方法主要分为专业及家庭两类：专业保存方法

采摘 摊青 杀青 理条 搓条初烘 

摊凉 复烘 风选整理 检验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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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风冷冷库储藏。家庭储存以密封食品袋包装后存放冰箱或小型茶叶专用冷

藏箱冷藏。冷藏温度一般在0-5℃最佳。 

1.5 营养价值及功效 

安吉白茶富含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微量元素锰、锌、硒及茶多酚类等物

质，具有极高的保健功能。 

①保护神经细胞，提高学习能力与记忆力。安吉白茶含有多种氨基酸的复合

物和茶叶脂质中的二苯胺，能够保肝护胃，可促进肝脏合成凝血素，具有抗衰老

的功效。 

②安吉白茶富含氨基丁酸，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③具有消除神经紧张和镇静作用。 

④改善女性经期综合症；减肥、护肝的作用。 

⑤安吉白茶富含茶多酚，增强抗癌防癌功效。 

⑥安吉白茶所含的脂多糖具有防辐射功效，同时它含有的茶坩宁可以提高血

管韧性，使血管不易破裂。 

2.安吉白茶产业概况 

2.1 产业发展概况 

安吉作为安吉白茶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自人工繁育出第一株白茶开始的三

十年里，安吉县委县政府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始终把发展安吉白茶产业，作为安

吉生态现代、优雅、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笔。2013年，县委县政府第一次

为安吉白茶单独出台《安吉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提升发展安吉白茶产业的意见》、

《安吉县加快提升发展白茶产业若干扶持政策》两个政策，更进一步明确了安吉

白茶的政策导向。近年来，安吉县委县政府积极推进安吉白茶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安吉白茶产业发展呈现出产值增加、茶农增收、茶企增效

的良好态势。 

据统计，截止 2014年底，安吉县境内现拥有生产茶园面积 17 万余亩，年产

量 1800 吨，产值 20.16 亿元，为全县 36万农民人均增收 5600元，产值占全县

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占农民年均收入的五分之二，是安吉的农业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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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安吉白茶”商标使用单位 239家，其中市级农业龙头 4家，年产值 500

万元以上企业的茶企 30余家，3000万元以上的 7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45家，

专业交易市场 3个。100家安吉白茶专卖店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全产业链从业

人员达到 20多万人次。 

安吉白茶产业链传导机制较短，主要经历农户茶叶种植采摘→干茶加工→贸

易→消费几个环节。目前安吉白茶深加工类产品涉及较少。整个产业链生产方包

括种植与加工，种植方小到几亩地的农户，大到几千亩的茶厂企业，其中种植农

户有 15800 户，中小企业、茶农占比最多。农户采摘鲜叶后或自加工销售或直接

供货于茶企；大型茶企亦采取“公司+基地+订单”运营模式，直接与农户签订协

议进行鲜叶采购，同时以订单方式组织生产，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标准化生产

监督。目前安吉白茶主产区如溪龙乡等已基本实现产业化发展，形成了散户种植，

市场青叶交易，大户、龙头企业加工，合作社统一收购，公司、龙头企业组织营

销的一条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并配备国家级白茶栽培示范园区、白茶街、白茶交

易市场、白茶会所等一批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功能。 

在这产业发展中安吉政府和安吉白茶协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安

吉政府为了促进白茶产业发展，提高安吉白茶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举办了多

届白茶节，兴建了白茶街；制定了安吉白茶的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申办了

安吉白茶的原产地域证明商标，组织安吉白茶产品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展销和

评奖活动；建设了无公害和有机白茶的生产基地和示范园区。安吉政府带领茶农

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茶叶的品质来适应安吉茶叶品牌等无形资产不断提升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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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安吉白茶传统市场产业链图 

关于“安吉白茶”区域公共品牌发展。安吉在全国茶行业中首创“母子商标”

管理模式，在短期内迅速打响了安吉白茶品牌，也有效规避了安吉白茶公共品牌

的市场风险。“安吉白茶”这一母品牌由政府支持协会打造；母商标树立产业品

牌形象，子商标明晰产品追溯。生产主体则根据《安吉白茶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

则》申请使用母商标，并同时注册企业子商标，打造“子品牌”。短短三十年发

展，安吉白茶以其独特的优良品质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赢得了茶界同仁的认可，

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安吉白茶先后获得原产地证明商标、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两届浙江省十大名茶、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创业创新十佳典范、中国最具竞争力

的地理标志品牌、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浙江省区域名牌、浙江省名

牌农产品、上海世博会官方指定礼品茶、全国茶叶类地理标志十强，2015 年中

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29.10亿元人民币，连续六年位列前十。 

2.2 生产概况 

2.2.1 安吉白茶种植情况 

安吉白茶是上世纪 80年代被发现的，经不断地研究、试验和示范，安吉已

成功将母株通过无性繁育种植推广开来。为了进一步了解安吉白茶的经济利用价

值，安吉政府于 1987 年开始成立了安吉县安吉白茶开发基地试验课题组，进一

步对安吉白茶进行了区域性栽培对比试验，对农艺性状、加工方法和栽培措施利

种植环节 分销环节 零售环节 消费环节 

茶农 

基地 

茶场 

自产自销模式 

茶叶生产商 

加工环节 

茶叶合作社 

经销商 

批发市场 

 

交易市场 

专卖店 

茶庄茶行 

商场超市 

网上零售 

家庭消费  

礼品消费 

团体消费 

安   吉   白   茶  协   会  

其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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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到 1990年底，在县林科所建立安吉白茶开发基地 5.6亩，

为我国珍稀白茶的开发拓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995年起，安吉白茶在县委县府

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下，安吉白茶种植规模开始起步。政府农技站带领茶农一边试

验研究，一边开发推广，到 1998年底全县已发展安吉白茶 1328亩。2000年 9

月，安吉县政府倡导在溪龙乡横杜村、皈山乡林场开始建立了省内一流的、高标

准的无公害白茶示范园区，并于 2001年基本建成。同时，积极培育壮大安吉白

茶龙头企业，并在政策上、资金上、技术上大力扶持安吉白茶龙头企业和生产大

户，到 2003年底安吉白茶种植面积达到 2.5 万亩。2003年后，在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重视和引导下，安吉白茶实施品牌化战略，不断开拓和培育安吉白茶市场，

其产业规模又一次迅速扩张。目前安吉白茶产业已成为安吉农业的一个特色支柱

产业，是安吉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也成为安吉对外形象的一张金名片。

截止 2014 年底，全县白茶面积 17.4万亩。 

 

图 7 安吉白茶种植面积 

2.2.2 安吉白茶历年产量情况 

安吉白茶由于采摘期短，全年产量集中在清明前后。安吉政府通过抓龙头，

建基地，抓示范，促带动，龙头加基地，基地连农户，有效地推动了安吉白茶的

快速发展，带动产地不断扩种，产量逐年提高，据统计 2015 年安吉白茶总产量

达到 1870 吨，增长 3.9%；实现总产值 22.24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8 亿元，增

长 11%；实现了安吉白茶总产量、总产值继续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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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安吉白茶历年产量情况 

2.2.3“白叶一号”外源地生产情况 

“安吉白茶”的发展经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如今已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但安吉白茶需求强劲带动了“白叶一号”外源地生产。据统计全国 16 个省份均

已种植 “白叶一号”，其茶面积逾 80 万亩，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安吉白茶

品牌管理和市场竞争压力日益增大。 

2.3 贸易概况 

目前安吉白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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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户或自产自销或提供青叶原料，茶企通过原料加

工及品牌运营提升安吉白茶的市场价值，最后通过经销商推广市场，到达消费者

手中。安吉白茶整个贸易环节可分为鲜青叶贸易与干茶贸易。鲜叶贸易期较短仅

采摘期时段，主要是茶农与加工商间贸易，主要交易市场有溪龙、皈山鲜叶市场；

目前干茶主要流通渠道为生产厂商→茶叶批发市场、茶叶门市店→茶馆茶行、食

品商场、超市、网络商铺→消费者。安吉白茶批发贸易集中在安吉区域，主要交

易市场有白茶街、安吉白茶交易中心市场。每年新茶上市，全国各地茶叶经销商

都会聚集在安吉县进行茶叶采购，零售辐射全国各地。 

2.4 消费概况 

消费方面，随着绿茶接受度提高，安吉白茶以其独特鲜醇口感赢得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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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市场，不仅作为高档绿茶礼品相送，在家庭消费占比也逐年提高。目前主

要销售区域分布在江浙沪，另外北方市场如山东、陕西等地亦开始青睐安吉白茶。 

3.安吉白茶价格影响因素 

 

图 9 浙南茶叶市场绿茶价格指数图 

作为高档绿茶茶品，安吉白茶与其他茶品主要区别在于仅有春茶，一年一采。

市场上安吉白茶价格从几百元一斤到上千元一斤不等，除了跟其品质差异有关

外，安吉白茶的价格波动还受供求因素、气候及地理因素、成本因素、宏观经济

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图 10 安吉白茶历年产值均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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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供求关系 

供需因素是影响安吉白茶价格走势的最基本因素，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

于求价格下跌。从产量上来看，虽原产地地域局限，安吉白茶产量却呈现逐年增

加的态势。因安吉政府通过抓龙头，建基地，抓示范，促带动，龙头加基地，基

地连农户，有效地推动了安吉白茶的快速发展，带动产地不断扩种，产量逐年提

高，据统计 2015 年安吉白茶产量高达 1870 吨。 

从需求方面看，目前安吉白茶主要消费区集中于安吉本土以及周边江浙沪地

区，但全国各地市场也逐渐打开。安吉白茶属于绿茶类，新茶一年一销，往往每

年清明前后是销售旺季，带动安吉白茶的全年销路。从消费上看安吉白茶属于高

档品茶类，是中秋、春节之际的送礼佳品，因此在节假日前的需求也较为旺盛。 

采摘时间短、产量低导致库存与消费占比低，供给紧张，是安吉白茶价位高

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安吉白茶价格的高低，亦直接刺激农户来年种植面积的增

减及种植积极性。 

3.2 气候及地理因素 

安吉白茶作为一种珍罕的变异茶种，属于“低温敏感型”茶叶，其阈值约在

23℃，气候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安吉白茶白化程度，进而影响品质价格。例如越冬

芽在冬季若不度过低温期，翌年春梢的白化现象就不显著。一些南部低海拔地区

引种后反映，白化现象不明显，品质也逊于安吉本地，这可能是生态条件差异大，

越冬期低温不足所致。 

安吉白茶生长采摘期亦对环境温度极为敏感。采摘期的天气因素直接影响茶

叶品质和产量，生长采摘时温度越低芽叶白化程度越高，茶叶鲜爽度也越高；当

气温上升，芽叶变绿，茶叶品质也随之下降。若第一轮芽生长时所处的温度范围

若超过其阈值则不会变白；但温度一旦上升过快茶树抽芽过多过快，对采摘加工

以及茶叶品质都会有影响，进而影响安吉白茶价格。若遇到极端天气比如冻害、

干旱、暴雨等造成茶叶减产，亦会造成安吉白茶价格波动。 

3.3 成本因素 

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安吉白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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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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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 50%以上。 

安吉白茶种植成本包括承包山头的费用、开荒费、茶苗费、农药化肥费、各

种农业设备及其他费用等。考虑通胀因素，这几年农药化肥等物价不断涨价，成

本不断提升。 

加工成本主要包括青叶运输费、加工过程中的水电费、人工费、加工机器折

旧费、以及包装等费用。 

劳动力成本主要包括种植、施肥打药、除草和采摘茶叶的人工费用。近几年

劳动力成本上涨显著，其中采摘成本高达 120 元/天·人，较过去有大幅度提高，

这也是安吉白茶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3.4 品质因素 

安吉白茶是按绿茶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其成品分为精品、特级、一级、二

级四个质量等级，相对应的价格不同。 

此外，每年的气温条件不同，出现同一产区生产的茶叶品质亦略不同，进而

影响该品级价位。从安吉县农业局获悉，今年虽受到清明小长假持续降水和茶园

单产减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去冬今春天气良好，茶树积累的营养物质丰

富，茶叶质量整体优于去年，安吉白茶总产量和产值均继续稳步增长。 

3.5 政策因素 

影响安吉白茶的政策因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农业补

贴政策等。如近几年来安吉政府积极培育壮大安吉白茶龙头企业，并在政策上、

资金上、技术上大力扶持安吉白茶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有效地促进安吉白茶的

增产。  

3.6 其他因素 

此外，安吉白茶品牌附加值、宏观经济因素、物流因素、替代品竞争因素等

都会影响安吉白茶价格波动。 

4.安吉白茶品质与检验 

4.1 行业现行标准 

我国安吉白茶行业现行标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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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吉白茶行业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地理标志产品 安吉白茶 GB/T20354-2006 

安吉白茶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 安吉白茶官方标准 

安吉白茶统一专用包装管理办法 安吉白茶官方标准 

安吉白茶采摘标准 安吉白茶官方标准 

安吉白茶加工工艺标准 安吉白茶官方标准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网、安吉白茶网  

安吉白茶作为安吉县特有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通过 30 年的经营管理，已

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标准体系。其中安吉白茶种植、茶园管理、采摘、加工、

茶叶质量检测、品牌运营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比较完善的标准规范，如安吉白

茶质量等级标准规范 GB/T 20354-2006《地理标志产品 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官

方标准，安吉白茶采摘、加工标准、统一专用包装规范以及茶园证管理、品牌运

营、产品追溯等系统化管理体系。 

安吉县白茶产业发展办公室及安吉白茶协会在产业质量管理方面不断加强，

以提升干茶品质，有效地促进了白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2006年颁布实施了《安吉白茶》国家标准，通过标准的推广应用，至

2013年全县“三品”认证茶园共 8.8万亩，QS 认证企业 92家，ISO9000 认证企

业 3家，HACCP认证企业 2家，GAP认证企业 10家。 

（2）强化茶园投入品的源头管理，建立了 11家茶园农资专卖。大力推广茶

园绿色防控技术，在鲜叶和干茶交易市场设立农残速测点，历年抽检合格率

100%。 

（3）强化原产地保护。实行“安吉白茶茶园证”制度，对全县安吉白茶园

颁发茶园身份证，一证一码，消费者通过二维码清楚了解产品产地和管理；在产

品包装上印制防伪标识，实现质量可追溯。 

（4）强化质量可追溯体系。创新推行智慧服务云平台模式，实现安吉白茶

“从田间到茶杯”的全程掌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杜绝白茶包装等泛滥市场的

现象。该模式包括安吉白茶茶园证管理系统、安吉白茶协会会员年检系统、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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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协会会员管理系统、安吉白茶统一专用包装印制管理系统、安吉白茶原产地

网、安吉白茶官方微信平台六个信息化管理系统。 

“安吉白茶”品牌严格实行“双商标”制管理，即使用“安吉白茶”证明商

标必须同时标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企业商标或合作社商标。消费者可根据安吉

白茶智慧管理服务平台(http://www.baicha.cn/fwpt/)来鉴别茶叶的优劣真假。

消费者购买原产地安吉白茶散装茶时，可要求对方出示茶园证，通过微信添加“安

吉白茶”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茶园证号进行查询。购买成品茶时，可以查看包

装上的安吉白茶协会防伪标贴、安吉白茶地理标志、安吉白茶母商标和子商标以

及“安吉白茶协会监制”字样，这五样缺一不可。 

 

图 11 安吉白茶原产地防伪标签 

4.2 行业质量需求 

安吉白茶行业中，质量标准等级与价格呈正比，即安吉白茶的质量标准等级

越高，价格越高。国标 GB/T 20354-2006《地理标志产品 安吉白茶》对安吉白

茶的等级、质量、包装等进行了标准规范，具体如下。 

（1）安吉白茶感官指标 

表 2 感官品质 

级 别 
外    形  

汤   色 

 

香  气 

 

滋  味 

 

叶   底 龙  形 凤  形 

精品 

扁平，光滑，

挺直，尖削，

嫩绿显玉色，

匀整，无梗、

朴、黄片 

条直显芽，芽

壮实匀整，嫩

绿，鲜活泛金

边，无梗、朴、

黄片 

嫩 绿 明

亮 

嫩 香 持

久 

鲜 醇 甘

爽 

叶白脉翠，一芽

一叶，芽长于叶，

成朵、匀整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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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 

扁平，光滑，

挺直，嫩绿带

玉色，匀整，

无梗、朴、黄

片 

条直有芽，匀

整，色嫩绿泛

玉色，无梗、

朴、黄片 

嫩 绿 明

亮 

嫩 香 持

久 
鲜醇 

叶白脉翠，一芽

一叶，成朵、匀

整 

一级 

扁平，尚光

滑，尚挺直，

嫩绿油润，尚

匀整，略有

梗、朴、黄片 

条直有芽，较

匀整，色嫩绿

润，略有梗、

朴、黄片 

尚 嫩 绿

明亮 
清  香 醇厚 

叶白脉绿，一芽

二叶，成朵、匀

整 

二级 

尚扁平，尚光

滑，嫩绿尚油

润，尚匀，略

有梗、朴、黄

片 

条直尚匀整，

色绿润，略有

梗、朴、黄片 

绿明亮 尚清香 尚醇厚 

叶尚白脉翠，一

芽二、三叶，成

朵、匀整 

    （2）安吉白茶理化指标 

表 3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 6.5 

碎末和碎茶/(%)                         ≤   1.2 

总灰分/(%)                             ≤   6.5 

粗纤维/(%)                             ≤ 10.5 

水浸出物/(%)                           ≥   32 

（3）安吉白茶卫生指标 

表 4 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铅（以 pb 计）/（mg/kg）                  ≤  5 

氯氰菊酯/ (mg/kg)                         ≤ 20 

六六六/ (mg/kg)                           ≤ 0.2 

滴滴涕/ (mg/kg)                           ≤ 0.2 

溴氰菊酯/ (mg/kg)                         ≤ 10 

乐果/ (mg/kg)                             ≤ 0.1 

联苯菊酯/ (mg/kg)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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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敌畏/ (mg/kg)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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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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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螟硫磷/ (mg/kg)                         ≤ 0.5 

氯菊酯/ (mg/kg)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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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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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