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洱茶（大树） 

上市产品手册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 

2016 年 1 月 

 



 

I 

 

目  录 
 

一、云南普洱茶品种概况.............................................. 1 

1.1 普洱茶简介 .................................................. 1 

1.2 普洱茶的加工及分类 .......................................... 1 

1.2.1普洱茶的加工 .......................................... 1 

1.2.2普洱茶的分类 .......................................... 2 

1.3 普洱茶的工艺流程 ............................................ 3 

1.3.1普洱茶的采摘 .......................................... 3 

1.3.2普洱茶的工艺流程 ...................................... 4 

1.3.3普洱生茶和熟茶的制作工艺 .............................. 5 

1.4 普洱茶的营业价值及功效 ...................................... 5 

1.4.1降脂、减肥、降压、抗动脉硬化 .......................... 5 

1.4.2防癌、抗癌 ............................................ 5 

1.4.3健齿、护齿 ............................................ 5 

1.4.4护胃、养胃 ............................................ 6 

1.4.5抗衰老 ................................................ 6 

1.4.6防辐射 ................................................ 6 

1.4.7醒酒 .................................................. 6 

1.4.8美容 .................................................. 6 

二、普洱茶产业概况.................................................. 7 

2.1 产业发展概况 ................................................ 7 

2.2 普洱茶产业链分析 ............................................ 7 

2.3 生产概况 .................................................... 8 

2.3.1种植区域分布 .......................................... 8 



 

II 

2.3.2 普洱茶的供需状况 ......................................... 10 

2.3.3普洱茶历年产量及产值情况 ............................. 10 

2.4 贸易概况 ................................................... 13 

2.4.1内销市场 ............................................. 13 

2.4.2外销市场 ............................................. 15 

2.5 消费概况 ................................................... 16 

三、普洱茶价格影响因素............................................. 17 

3.1 普洱茶的历史价格走势 ....................................... 17 

3.2 普洱茶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 ................................... 18 

3.3 影响普洱茶价格的因素分析 ................................... 18 

3.3.1供求因素 ............................................. 18 

3.3.2原料价值 ............................................. 18 

3.3.3.工艺价值............................................. 19 

3.3.4品牌价值 ............................................. 19 

3.3.5附加价值 ............................................. 19 

3.3.6气候及地理 ........................................... 19 

3.3.7成本因素 ............................................. 20 

3.3.8工艺水平 ............................................. 20 

3.3.9政策因素 ............................................. 21 

3.3.10品质因素 ............................................ 21 

附件一：大树茶与台地茶、乔木茶的区别............................... 22 

附件二：影响普洱茶品质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 17个方面.................. 23 

 



 

1 

 

一、云南普洱茶品种概况 

1.1 普洱茶简介 

普洱茶，又名滇青茶，因产于清代普洱府辖区（云南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

故名“普洱茶”。普洱茶是以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

的散茶和紧压茶。其特点是：叶底褐红，汤色明亮，香气陈香，滋味醇厚。2008

年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标准 GB/T 22111-2008 中明确指出：普洱茶是以

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

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上述有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

原料必须出自云南省普洱茶地理标志保护范围，二是必须是大叶种茶；三是阳光

干燥方式。 

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1938 年以前，云南只产一种茶，即普洱茶。

据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记载，早在 1700 多年的三国时期，普洱

府境内已开始种茶。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载：“茶出银生诸山”。元李京《云

南志略、诸夷风俗》称：“金齿百夷，交易五日—集，以毡布盐茶相互贸易”。

表明普洱茶在当时已成为边疆各民族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明谢肇制在《滇略》

中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明方以智《物理小识》记载：“普洱茶蒸而成

团，西番市之”。说明在明代普洱茶正式被载入史书。清朝设普洱府而将普洱茶

列为贡茶。 

1.2 普洱茶的加工及分类 

1.2.1 普洱茶的加工 

普洱茶的加工，分传统和现代两种制作工序。 

（1）传统制作工序：杀青（晒青）、揉条（手工揉团）、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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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制作工序（人工熟化）：杀青（锅炒、滚筒）、揉捻（机器加工）、

干燥（烘干）增湿渥堆（洒水、茶菌）、干燥。一般过程：采茶—杀青—揉捻

—晒干—渥堆（熟茶）—晾干—筛选分类－成形（散茶或紧压成型）。 

1.2.2 普洱茶的分类 

普洱茶的分类：一般有以下 4 种说法。 

1.2.2.1 依树种分类 

云南大叶种茶树乔木型：主要采乔木树叶作茶菁，叶片较大。 

云南大叶种茶树灌木型：主要采灌木树叶作茶菁，叶片较小，也就是一般看

到的由人工栽培，年年修剪的平台矮茶树。 

1.2.2.2 依制作工序分类 

生茶：采摘后以自然方式发酵，茶性较刺激，放多年后茶性会转温和，好的

老普洱通常是以此种制法。 

熟茶：人为使茶加速发酵。茶性温和。以 1973 年后为分界点。 

1.2.2.3 依存放方式分类 

干仓普洱：指存放于通风、干燥及清洁的仓库，使茶叶自然发酵，陈化 10～

20 年为佳。 

湿仓普洱：通常放置于较潮湿的地方，如地下室、地窖，以加快其发酵速度。 

1.2.2.4 依外型分类 

散茶：制茶过程中未经过紧压成型，茶叶状为散条型的为散茶，普洱散茶按

品质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

十级共十一个等级。 

紧压茶：普洱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重力紧压成某些形状，被称为紧压茶。按

照紧压后的形状有可分为饼茶、砖茶、方茶、沱茶等，有的还压制出文字、图案、

花纹等，被称为工艺紧压茶。常见有：饼茶：扁平圆盘状，其中七子饼每块净重



 

3 

357 克，每七个为一筒，每筒重约 2500 克，故名七子饼。沱茶：形状跟饭碗一

般大小，每个净重 100 克、250 克，现在还有迷你小沱茶每个净重 2 克～5 克。 

砖茶：长方形或正方形，250 克～1000 克居多。金瓜贡茶：压制成大小不等的

半瓜形，从 100 克到数百斤均有。中级、上级品普洱茶大都以沱茶及饼茶居多。 

1.3 普洱茶的工艺流程 

1.3.1 普洱茶的采摘 

普洱茶采用的是优良品质的云南大叶种茶树之鲜叶，分为春、夏、秋三个规

格。春茶又分为“春尖”、“春中”、“春尾”三个等级；夏茶又称“二水”；

秋茶又称为“谷花”。普洱茶中以春尖和谷花的品质最佳。 

春茶：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云南大树茶的春茶开采于每年的三月中下旬，台

地茶开采于二月中下旬，春茶采摘结束于五月中旬。这段时节是旱季结束转入雨

季的时间，雨水渐多，气温渐高，茶树也结束休眠，进入丰产期。云南大树茶的

早春茶采于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这一轮次的的春茶由于叶嫩且白毫丰厚，旧时

称为“春尖”或“白毛尖”。头采春茶茶质厚重，但由于雨水不足，通常芽叶比

较短小，苦涩感重，口感强烈。春茶第二采又称“春中茶”，往往是一年之中品

质最佳的原料。二采春茶制成的茶叶，条索肥壮，茶毫显露，颜色墨绿而有光泽，

叶底柔嫩、叶脉与叶肉都肥厚饱满、韧性十足，入口口感醇和、水质厚重、香气

饱满。三采春茶采于立夏之后，旧称“春尾茶”或“小满茶”，茶叶品质开始下

降。在雨水偏多的年景下，春尾茶的茶质厚重、饱满程度会降低很多，品质近似

于雨水茶原料。伺候的原料由于色黑毫稀，旧时又称“黑条”。 

夏茶：五月以后云南茶区进入雨季。充足的热量与雨量使茶树迅速生长，因

为生长中的积累不足，茶叶的品质也开始急剧下降。且由于雨季时节茶青的含水

量高、天气潮湿闷热等因素，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困难较多，成茶容易产生不正

常的发酵、氧化。此时所产的夏茶旧时称“二水（二盖）”、“三水”、“粗茶”

等，无法制作出高品质的晒青生茶。但是由于雨季原料的多酚类、儿茶素类物质

含量高，台地原料再制作渥堆熟茶上具有优势。夏茶往往叶大而薄，梗长而细，

茶毫稀少。成茶色黑黄无光泽，条索粗松轻飘；叶底黑瘦无光泽，叶脉细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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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叶肉不饱满而缺少弹性。夏茶中各类鲜爽物质含量低、果胶质少，因而口感上

苦涩重而难化，水薄而硬，香气杂且沉闷。此类原料再旧时主要作为边销茶的包

心料。 

秋茶：九月间，漫长的雨季进入了尾声。在捣稻谷扬花的时节，茶树又生发

出一轮白毫丰富、肥壮饱满的新茶，旧时称为“谷花尖”。谷花茶品质优于夏季

雨水茶，虽不及春茶浓厚，却有其独到的特点：口感平和、苦涩味低、香气细腻。

谷花茶产量不高，由于其成茶颜色金黄、满披金毫，外观十分美观，在旧时价格

比春茶还要高，往往仅用作沱茶、饼茶的撒面的装饰。谷花采摘后，茶树还会零

星发出每年最后一轮茶叶，味淡质薄，旧时也称“阳春茶”。此后茶树就进入了

休眠期。采摘时要将这轮茶扫静，才能促进来年春茶发得早而好。 

1.3.2 普洱茶的工艺流程 

摊鲜：散失鲜叶中一部分水分。在走水过程中有一些香气物质形成，部分大

分子酯容性糖水解为小分子可容性糖。 

杀青（晒青）：普洱生茶的加工原料是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晒青毛茶多采

用锅炒杀青，因大叶种含水量高，杀青时必须闷抖结合，使茶叶失水均匀，高温

快速钝化酶活性，制止多酚氧化。蒸发一部分水分，利于揉捻成条。 

揉捻：破碎茶叶细胞，保证茶汁在冲泡时充分浸出。揉捻要根据原料老嫩灵

活掌握，嫩叶轻揉，时短；老叶重揉，时长。掌握揉至基本成条为宜。 

晒干：把揉捻好的茶叶在太阳光下自然晒干，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茶叶中的有

机质和活性物质。而其晒干的茶叶表面细胞孔隙最大，有利于在发酵过程中产生

大量热量。 

干燥：把含水量控制到能安全储藏的含水量以下，一般普洱茶要求在含水量

在 10％以下。 

拼配：根据茶叶各花色等级的质量要求，将不同级别、不同筛号、品质相近

的茶叶按比例进行拼和，使不同筛号的茶叶相互取长补短、调剂品质、提高质量，

保证产品合格及全年产品质量的相对稳定。 

http://www.chawo.com/item-100359.html?utm_source=puercn&utm_medium=%E6%AD%A3%E6%96%87%E6%99%BA%E8%83%BD%E5%85%B3%E8%81%94&utm_term=%E6%99%AE%E6%B4%B1%E7%94%9F%E8%8C%B6&utm_campaign=%E6%99%BA%E8%83%BD%E6%96%87%E6%9C%AC%E9%93%BE%E6%8E%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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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堆：渥堆，是普洱茶熟茶制作过程中的发酵工艺，也是决定熟茶品质的关

键点，是指将晒青毛茶堆放成一定高度（通常在 70CM 左右）后洒水，上覆麻

布，促进茶叶酵素作用的进行，使之在湿热作用下发酵 24 小时左右，待茶叶转

化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摊开来晾干。 

筛选分类：筛选茶叶分级的步骤，一般则细分为十级，按照茶品及茶型之茶

菁级数，依要求而分级分类并无固定或特别的要求。 

紧压成型：把晒干的茶叶用蒸汽蒸湿，放在不同模具里压成形。 

1.3.3 普洱生茶和熟茶的制作工艺 

生茶是新鲜的茶叶采摘后以自然的方式陈放，未经过渥堆发酵处理的茶。生

茶茶性较烈，刺激。新制或陈放不久的生茶有强烈的苦味，色味、汤色较浅或黄

绿，生茶适合饮用。 

熟茶是鲜采的茶叶，经杀青、揉捻、干燥之后，成为普洱毛青。这时的毛青，

韵味浓峻、锐烈而欠章理。毛茶制作后经过渥堆转熟的，就成为“熟茶”熟茶。

再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贮放，待其味质稳净，便可货卖。贮放时间一般需要 2～

3 年，干仓陈放 5～8 年的熟茶已被誉为上品。 

1.4 普洱茶的营业价值及功效 

1.4.1 降脂、减肥、降压、抗动脉硬化 

长期饮用普洱茶能使胆固醇及甘油脂减少，所以长期饮用普洱茶有治疗肥胖

症的功用。饮用普洱茶能引起人的血管舒张、血压下降、心率减慢和脑部血流量

减少等生理效应，所以对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患者有良好治疗作用。 

1.4.2 防癌、抗癌 

科学家通过大量的人群比较，证明饮茶人群的癌症发病率较低。而普洱茶含

有多种丰富的抗癌微量元素，普洱茶杀癌细胞的作用强烈。 

1.4.3 健齿、护齿 

http://www.puercn.com/special/shucha/
http://www.puercn.com/special/shucha/
http://www.puercn.com/puerchacp/sh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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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中含有许多生理活性成分，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因此能去除口腔异

味，保护牙齿。 

1.4.4 护胃、养胃 

在适宜的浓度下，饮用平和的普洱茶对肠胃不产生刺激作用，粘稠、甘滑、

醇厚的普洱茶进入人体肠胃形成的膜附着胃的表层，对胃产生有益的保护层，长

期的饮用普洱茶后可以起到护胃、养胃的作用。 

1.4.5 抗衰老 

茶叶中儿茶素类化含物具有抗衰老的作用，云南大叶种茶所含儿茶素，总量

高于其他茶树品种，抗衰老作用优于其他茶类。同时，普洱茶在加工过程中，大

分子多糖类物质转化成了大量新的可溶性单糖和寡糖，维生素 C 成倍增加，这

些物质对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起到了养生健体、延年益寿

的功效。 

1.4.6 防辐射 

据广东中山大学何国藩等用普洱茶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饮用 2%普洱茶可

以解除用钴 60 辐射引起的伤害。 

1.4.7 醒酒 

茶叶中的茶多酚能促进乙醇代谢，对肝脏有保护作用。使乙醇代谢能正常顺

利进行。喝茶能增加血管收缩功能。茶碱具有利尿作用，能促使酒精快速排出体

外，减少酒醉后的危害。饮茶还可以补充酒精水解所需的维生素 C，兴奋被酒精

麻醉的大脑中枢。因而起到解酒作用。并且用茶解酒，绝对不会伤害脾胃，不会

使醉者大量呕吐，发生反胃的痛苦。 

1.4.8 美容 

普洱茶能调节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调节人体，自然平衡体内机能，因

而有美容的效果，在海外被称为“美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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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洱茶产业概况 

2.1 产业发展概况 

普海茶传统种植模式已经历了多种方式的变革，正在向集约化、产业化、现

代化的方式进行转变，但这种方式不能满足现代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需要。可是

畸形的社会发展要求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先，因此，过度宣传、过度产品包装被大

量用于普再茶产品。消费者可能被商家的营销话术引导，即使花了高额的成本买

到了贵茶，但却不一定能喝到好茶，很多收到茶礼的消费者即使看到了漂亮的包

装，听人介绍送礼者花了很高的价钱买的这一盒茶，也不见得敢喝这一泡茶，很

多去过茶山、见过茶厂的消费者就不敢轻易认可好茶。这就是云南普海茶的现状，

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对普再茶的缺乏认知，大多数消费者无法判断产品品质，

加之极低的行业进入门檻，使行业经历了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急需进行行业整合

和产业引导。 

2.2 普洱茶产业链分析 

产业链普洱茶的产业可以结伴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普洱茶的终端有三种去处：一是消费，二是收藏，三是投资。茶树种养、茶

叶采摘时普洱茶产业链的好原料，没有好的产地和茶树，好的普洱茶品质无从谈

起，因此，有人说“;得茶树者得天下”。此外，有许多中介机构，一类是专业

从事鲜茶收购的中介，他们从茶农、茶场手中收购鲜茶，然后卖给茶厂。一类是

专门从事成品茶收购的中介，他们通过销售渠道将成品茶批发零售给茶庄、茶馆

及其他消费者、收藏者、投资者。再有一类是专门为厂商服务的文化公司，策划

公司、媒体机构等。随着各种新的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这些中介机构之间竞争性

更加激烈。目前互联网时代，人人动动手机，加快了行业内资讯的流通，资源整

合，同时也普及了普洱茶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为普洱茶市场更快、更稳健的

向前发展起到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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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产概况 

2.3.1 种植区域分布 

普洱主要产于云南勐海、勐腊、普洱市、耿马、沧源、双江、临沧、元江、

景东、大理、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文山、西畴、广南、永德。云南省昆

明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大理州、保山

市、德宏州、临沧市等 11 个州部分现辖行政区域为普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

围。 主产地海拔 1000 米至 2100 米、坡度≤25°的山地；土壤为砖红壤、砖红

性红壤、山地红壤和山地黄壤等；土壤有机质含量≥1%。 

普洱古茶山以澜沧江为界划分为江内六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

漫撒；江外六座：南糯、南峤、勐宋、景迈、布朗、巴达。 

 

由于各茶山的茶树生长环境各异，土壤所含化学成分也不一样，因而这 12

座茶山所产的茶叶在口感上各有不同。先看江内六座： 

（1）、革登山：属乔木中小叶种，较苦涩，回甘强烈、生津快，香气呈淡

清香，汤色深桔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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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莽枝山：属乔木中小叶种，较苦涩，回甘强烈、生津快，香气较淡，

汤色深桔黄。 

（3）、倚邦山：属乔木小叶种，回甘快、生津较好，香气幽香如澜，汤色

深桔黄。 

（4）、蛮砖山：属乔木大叶种，较苦涩，回甘强烈、生津好，香气呈梅子

香，汤色深黄。在历史上有喝蛮砖看倚邦一说。 

（5）、曼撒山（易武山）：属乔木大叶种，微苦涩，香气高，在梅子香、

蜜香中透着一股幽澜香，谷雨前后所采芽茶味淡香入荷，回甘强烈生津好，易武

正山历史上就是闻名中外的茶山。 

（6）、悠乐山：属乔木大叶种，苦涩重，回甘快、生津好，香气一般，汤

色淡桔黄。 

目前上述六大茶山的产茶量已渐少，产茶重心已移至江外六大茶山： 

（1）、南糯山：属乔木大叶种，微苦涩，回甘、生津好，汤色桔黄、透亮。

透着蜜香、澜香，谷花茶淡香如荷。历史上是闻名遐迩的古茶山，至今仍存活着

一株已逾千年的栽培型的茶王树。 

（2）、布郎山：属乔木大叶种，较苦涩，回甘快、生津强，汤色桔黄透亮。

香气独特，有梅子香、花蜜香、兰香，是很多中外客商和普洱茶爱好者梦寐以求

的收藏佳品。 

（3）、巴达山：属乔木大叶种，这里生长着成片的栽培型茶树和野生茶树

林。贺松村大黑山上就生长着一株 1800 年的野生型茶王树。此山茶叶味苦涩，

回甘、生津快，汤色桔黄晶莹、透亮，条索墨绿油亮。香气好，有梅子香、蜜香。 

（4）、南峤茶山：属乔木中叶种，乔木茶树不成林（片），灌木居多，口

感薄甜，汤色深桔黄，香气一般，茶叶等级低。 

（5）、勐宋茶山：属乔木中叶种，乔木茶树不成林（片），灌木居多，口

感苦涩，微回甘、生津一般，汤色深黄，条索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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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惠明景迈山：属乔木大叶种，十二大茶山中乔木树最大的一片集中

在这里，号称万亩乔木古茶园。苦涩重、回甘生津强，汤色桔黄剔透。这里的乔

木茶树上还生长着一种寄生物俗称螃蟹脚，可消炎怯痰、对治疗胃病和糖尿病较

有效。 

2.3.2 普洱茶的供需状况 

2.3.2.1 国际供需情况 

普洱茶的供需在亚洲较为突出，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对普

洱茶有较长的饮用历史，对普洱茶的需求量较大。其它地区如法国、英国、土耳

其等国家也对普洱茶有一定需求。中东和美国地区对红茶、花茶和绿茶的需求量

很大，但普洱茶市场相对狭窄，缘于对普洱茶的认识和认知程度不度，市场发展

的空间很大。 

2.2.2.2 国内供需情况 

国内普洱茶市场现在基本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 产茶区茶叶种植面积过大， 

营销能力弱，导致普洱茶产能严重过剩。广东、香港、台湾地区是普洱茶消费的

成熟地区，普洱茶投资收藏在这一带盛行， 普洱茶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和东莞

的囤货量很大。 由于普洱茶优秀品质和越陈越香的特性逐渐为人所知， 中国的

长三角地区和华北、 东北地区也逐渐开始饮用普洱茶，普洱茶开始在全国普及

和盛行。 

2.3.3 普洱茶历年产量及产值情况 

2014 年，全国干毛茶总产量 209.2 万吨，同比增加 19.5 万吨；黑茶总产

量 28.04 万吨，增产 5.84 万吨；普洱茶总产量 11.4 万吨，增产 1.84 万吨。 



 

11 

 

据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推算：2014 年，云南普洱茶种植面积约为 480 万亩，

较 2013 年增 20 万亩，增幅 4.3%；产量 11.4 万吨，增 1.71 万吨，增幅 17.6%；

产值 101 亿元，增 31.4 亿元，增幅 45%（注：产量、产值不包括普洱茶原料即

晒青毛茶数值）。 

2009-2014 年云南普洱茶生产情况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
种植面积（万亩） 430 442 452 464 469 480 

产量（万吨） 4.5 5.1 5.6 8.1 9.7 11.4 

产值（亿元） 28.4 40.3 41.5 52.4 69.6 101 

*注：种植面积为估算值 

云南普洱茶各主要产茶地州情况如下： 

普洱市 2009-2014 年茶叶生产情况表 

年份 种植面积（万亩） 总产值（万吨） 
普洱茶产量（万

吨） 

普洱茶产值（亿

元） 

2009 135.9 4.44 1 8.8 

2010 138.39 4.46 1.69 14.87 

2011 143.66 6.08 1.22 10.74 

2012 146 7.87 1.63 14.34 

2013 155.9 8.94 2.294 20.19 

2014 157.4 9.62 3 27 

2014年与 

2013年增加 

1.5 0.68 0.71 0.81 

1% 7.6% 31%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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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 2009-2014 年茶叶生产情况表 

年份 种植面积（万亩） 总产值（万吨） 
普洱茶产量 

（万吨） 

普洱茶产值 

（亿元） 

2009 125.7 4.7 0.98 6.03 

2010 128.4 5.7 1.2 7.38 

2011 128.8 6.6 1.5 9.23 

2012 127.4 7.3 1.8 11.07 

2013 128.6 8.3 2.0 12.3 

2014 135.2 10.2 2.6 19.5 

2014年与 

2013年增加 

6.6 1.9 0.6 7.2 

5.1% 22.9% 30% 58.5% 

西双版纳州 2009-2014 年茶叶生产情况表 

年份 种植面积（万亩） 总产值（万吨） 
普洱茶产量 

（万吨） 

普洱茶产值 

（亿元） 

2009 68.5 2.25 2.25 2.8 

2010 72 2.46 2.46 4.2 

2011 73.11 3.07 3.07 5.1 

2012 75.95 3.09 3.09 7.9 

2013 78.21 3.57 3.57 12.18 

2014 87.64 4.46 4.46 15.51 

2014年与 

2013年增加 

9.43 0.89 0.89 3.33 

12% 24.9% 24.9% 27.3% 

 

德宏州 2009-2014 年茶叶生产情况表 

年份 
种植面积 

（万亩） 
总产值（万吨） 

普洱茶产量 

（万吨） 

普洱茶产值 

（亿元） 

2009 35.4 1.2 0.3 1.5 

2010 35.5 1.3 0.3 1.5 

2011 35.6 1.6 0.35 1.75 

2012 35.7 1.7 0.4 2 

2013 35.6 1.8 0.45 2.25 

2014 35.5 2 0.48 2.4 

2014年与 

2013年增加 

-0.1 0.2 0.03 0.15 

-0.2% 11.1% 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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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云南省普洱茶毛茶均价为 33 元/公斤，成品茶均价为 88.6 元/公斤，

仍低于 160-200 元/公斤的全国名优茶均价。尽管在当前国内众多传统名茶价格

滑坡、传统市场形势低迷的情况下，云南普洱茶价格有所回升，但仍属价值洼地，

产值提升仍有较大空间。 

2.4 贸易概况 

2.4.1 内销市场 

2009 至 2014 年，云南省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云茶市场营销网络覆

盖全国各省（市、区），并延伸至二、三线城市（镇），消费群体由华南、西南

片区逐步拓展到西北、东北、华北等新区。目前，全国已有 2 万多个云茶代理店、

经销点，营销人员近 4 万人，市场营销网络初步形成，在全国各主要销区市场颇

见成效。 

2.4.1.1 广东市场情况 

广东省是全国最大的普洱茶销售市场。近年来，广东省基本上每年都要消

化普洱茶总产量的七成左右，其中 90%以上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

珠海、佛山、江门、惠州、肇庆等珠三角地区城市。据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统计：

2009-2014 年，广东省累计销售普洱茶约 30 万吨，其中出口到港澳台及东南亚

地区超过 1 万吨；年销量从 2009 年的 3 万吨到 2014 年的 7 万吨，增长了一倍

多。在价格方面，大宗普洱茶从 2009 年的 40 元/公斤涨至 2014 年的 80 元/

公斤，翻了一番；目前，高端产品价格在 1000-2000 元/公斤，中端产品达到了

400-600 元/公斤，与 2009 年相比，涨幅均在 200%以上。 

广东省的普洱茶消费历来分为刚性需求和投资收藏两种类型。前者是指目前

珠三角地区的茶楼、茶馆用茶仍以大宗普洱茶产品为主，加之普通消费者在日常

生活中品饮茶叶也基本以普洱茶为主。后者则是由于普洱茶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

“越陈越香”和“贮藏升值”的特性，故此或因消费者喜爱而被收存，或被投资

者作为保值增值产品进行投资。 

http://www.chawo.com/item-101235.html?utm_source=puercn&utm_medium=%E6%AD%A3%E6%96%87%E6%99%BA%E8%83%BD%E5%85%B3%E8%81%94&utm_term=%E8%B6%8A%E9%99%88%E8%B6%8A%E9%A6%99&utm_campaign=%E6%99%BA%E8%83%BD%E6%96%87%E6%9C%AC%E9%93%BE%E6%8E%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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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全国普洱茶收藏最早、存量最多的省份，在 2006 年前后逐渐形成规

模且不断发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城市。据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介绍，仅东

莞地区就号称茶叶贮藏量在 30 万吨左右，若以六成是普洱茶计算，东莞一地普

洱茶的收藏量即达近 20 万吨，而东莞的普洱茶藏量约占全省近半数，据此推算，

广东省的普洱茶收藏量大约在 30-40 万吨左右。在南方收藏风气的带动下，近

年来北京、济南等北方地区的投资者也开始囤茶、藏茶，市场上出现了一波收藏

普洱茶的热潮。但这一情况在 2014 年得到了改变——随着市场理性的回归，大

益等一些大品牌的价值引导，高端普洱茶市场开始回落，普洱茶消费市场趋于稳

定。 

由于几年间普洱茶持续升温，南方普洱茶市场趋于饱和，因此广东地区这些

天量贮藏普洱茶的出路已成为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现东莞市政府及相关行业

组织高度重视，已率先采取行动，通过建立“东莞茶仓”标准、制定行业公约、

发挥展会点带面的效应等有效措施，努力实现藏茶全方位“走出去”，其它地区

的普洱茶商家也在调整思路和产品结构适应市场。相对而言，北方市场还有很大

消费增长空间，所以坊间开始流传普洱茶“生在云南，写在台湾，喝在广东，藏

在东莞，发展在北方”的说法。2014 年，以一些东莞的主要普洱茶收藏企业为

首的众多普洱茶企业纷纷开展“普洱北行”，拓展北方市场，拓宽普洱茶销路，

取得了很好的收益。甚至有些企业虽然总部设在广东，但在北方市场的销售份额

已经远远超出了本省的份额。 

在广东市场。2014 上半年，普洱茶市场上掀起了一波古树茶“炒作”之风，

带动销售价格的迅猛上涨，再加上北方市场的兴起，众多企业纷纷前往云南抢购

原料，致使古树茶的原料价格至少攀升了 50%；大宗普洱茶在进货成本增加的

情况下，市场售价仍有一定涨幅，约在 80 元/公斤左右。进入下半年，由于热点

降温，加之股市上涨令部分投资普洱茶的资金转移，因而市场出现了近年来少有

的低迷景象。总体来看，广东省 2014 年全年的普洱茶总销量（含流转量）约在

7 万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库存量明显有所增加，估计占总量的三成以上。

这一现象在北方地区也有反映，2014 年济南市场上普洱茶量价增速明显放缓，

部分茶品的价格甚至出现了回落，特别是被收藏市场追捧的老茶、名山茶降幅最

http://www.chawo.com/item-101171.html?utm_source=puercn&utm_medium=%E6%AD%A3%E6%96%87%E6%99%BA%E8%83%BD%E5%85%B3%E8%81%94&utm_term=%E5%A4%A7%E7%9B%8A&utm_campaign=%E6%99%BA%E8%83%BD%E6%96%87%E6%9C%AC%E9%93%BE%E6%8E%A5
http://www.chawo.com/item-101171.html?utm_source=puercn&utm_medium=%E6%AD%A3%E6%96%87%E6%99%BA%E8%83%BD%E5%85%B3%E8%81%94&utm_term=%E5%A4%A7%E7%9B%8A&utm_campaign=%E6%99%BA%E8%83%BD%E6%96%87%E6%9C%AC%E9%93%BE%E6%8E%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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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中既有宏观环境因素，也有市场理性回归的因素，还有一些大品牌企业的

价值引导作用。 

2.4.1.2 北方市场情况 

北方最大的茶叶批发市场——济南茶叶批发市场，普洱茶的销售量从 2009

年至 2014 年一路上扬。据统计：该市场内的普洱茶销售量自 2009 年至 2010

年提升了 20%，至 2013 年则几乎翻了一倍，即使在 2014 年整体市场看淡的情

况下，普洱茶销售仍保持了 10%左右的增长。随着销售量的增加，销售价格也

不断攀升，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活跃，纯料古树茶，印级老茶，名山名寨茶等

产品的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总体来看，北方普洱茶收藏属于方兴未艾。主要原因：一是北方还属于普洱

茶的新兴市场，消费者因品饮需求而购买，普洱茶收藏的氛围还没有形成；第二

是投资收藏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北方投资者对这类藏品缺乏投资操作层面的经

验。而在上海，由于上海消费者本着“以喝带藏、以藏带喝”的初衷，因此普洱

茶收藏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爱好，或带有长线性的小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

上海普洱市场的良性发展。 

2.4.2 外销市场 

据我国海关统计，2014 年 1-12 月，我国普洱茶出口量额齐跌：出口量 3385

吨，成交金额 3915 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24.99%和 9.63%。多个普洱茶主销

市场大幅下降，其中以日本、韩国和台湾省最为明显。2014 年普洱茶对日出口

41.66 吨，金额 170 万美元，分别降低 35.72%和 36.36%；对韩出口 6.11 万吨，

金额 162 万美元，分别下降了 45.79%和 39.68%；对台湾省出口 25.53 吨，金

额 401 万美元，分别降低 74.73%和 75.4%。与此同时，普洱茶出口均价上涨

为 11.56，同比上涨 20.5%。 

茶叶出口量减少的原因为：一是茶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抑制了市场需求，

贸易量下降；二是欧盟、日本等茶叶农残检测标准严苛、检测方法多变；三是日

本市场持续不景气；四是台湾地区严查以普洱茶名义出口的绿茶，造成出口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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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消费概况 

普洱茶的消费市场目前基本上可以分为：节日、礼品市场，拍卖市场，网

络市场、收藏市场和终端市场。 

节日、礼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一些节假日和婚庆等，对普洱茶比较了解的消费

者和商人等把普洱茶作为礼品赠送给亲友、上司、合作伙伴等，这也是一些普洱

茶高端产品的主要消费方向。 

拍卖市场在我国还不是很成熟，普洱茶往往是借助名人和一些有重大意义的

事件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以此为效应，获得消费者认同。与斯里兰卡等主

要产茶国相比，我国可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茶叶拍卖市场。许多茶叶拍卖还主要

集中在制造新闻效应方面，还不是真正培养这个市场的形成，这也是我们的茶叶

质量好，价格相对较低的原因。 

网路市场越来越抢占着普洱茶的销量，我们这里先不说网络销售的普洱茶质

量如何。普洱茶网络市场分两个极端：一个是个体小，包装出色的小沱茶销量占

比很大。一个是市场里常规茶由于网络竞争的关系，价格低销量很好，但都集中

在新普洱茶中。 

收藏市场这是普洱茶消费的主流市场之一，也是推动普洱茶发展的动力之

一。收藏市场不仅吸收了许多新茶，更重要的是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普洱茶行

业。但是，当前的藏茶者时常对普洱茶收藏价值的判断和收藏趋势的把握没有深

入地分析，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如果当前茶叶市场的拍卖只是一种明

显的炒作，那么收藏就是一种隐性的吹捧，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稳定的市场。 

终端市场主要集中于普洱茶的爱好者、茶馆等，茶馆不仅提供喝茶的场所，

同时也出售普洱茶，普洱茶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它宣传的。随着普洱茶整个

行业的普遍提升，这一市场必将成为更多厂家必争之地，也是普洱茶品牌确立的

基地。 

从普洱茶主要集中的消费市场特点分析，可以得出，普洱茶还是一个集中于

较高收入人群消费的产品。这一人群有消费能力、消费意识并且对普洱茶认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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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同时，这一人群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对普洱茶不仅是作为一种饮品的

期待，还有文化、保健、增值等方面的要求。 

通过普洱茶市场的发展态势和目前的市场状况，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普洱茶

市场是一个以大流通批发市场兼终端消费市场的形态，普洱茶的资本与产品的转

换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这也是在以广州芳村茶叶批发市场、北京马连道茶叶批

发市场和云南雄达、康乐茶叶批发市场为辐射下产生的一个市场状态。 

云南普洱茶生产企业通过我国北京、广东、广西、香港、台湾地区和马来西

亚等国内外的一级或二级代理商销售产品，这些地区的代理商则通过自己掌握的

固定消费群销售。这些消费群主要集中在茶馆和茶艺馆、节日市场、礼品市场，

有的则通过下一级零售商出售给普洱茶的固有消费者。 

三、普洱茶价格影响因素 

普洱茶传统贸易方式为普洱茶批发市场进行专业批发， 茶室茶馆进行零星

消费。 投资收藏也是普洱茶贸易的重要渠道， 少量进行拍卖和商业运营。 普

洱茶的价格区分主要是产地区域不同，价格相差很大。普洱茶存放年份不同，价

格相差很大。台地茶和古树茶，价格相差很大。 

3.1 普洱茶的历史价格走势 

普洱茶自 2004 年开始逐步进入高速发展交易活跃发展时期， 经 2007 

年的大涨大落之后，逐步进入理性发展时期，2010 年起普洱茶交易、投资再次

进入活跃发展时期，其特点是以名山古茶为主的古树茶倍爱市场青睐， 而数量

巨大的台地普洱茶依旧处于市场低迷期。 近五年普洱茶现货价格基本是一个逐

年上升的趋势， 尤其古树普洱茶每年上升的幅度大概在 30%—50%。 



 

18 

 

3.2 普洱茶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 

根据用料的不同，分为:极品、珍品、精品、正品、顶级，其规格有 400g、

250g、100g、等，以饼、沱为主，还有一些特型砖等。等级不同、用料不同、

规格不同价格都不一样，而且根据年份以及储存环境不同价格区别也很大。普洱

茶现货价格。 近五年普洱茶现货价格基本是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 尤其古树普

洱茶每年上升的幅度大概在 30%～50%。 

3.3 影响普洱茶价格的因素分析 

3.3.1 供求因素 

众所周知，茶叶行业作为一个竞争性行业，其基本运行模式是市场机制。作

为市场机制的重要方面的价格形成机制，其主体是市场，形成方式是市场竞争和

供求关系的变化。就当前普洱茶市场而言，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将对价格形

成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纵观近 10 年的普洱产量及价格，基本是高端茶由于供

应量小，其价格就坚挺，在 2007～2008 价格崩盘后重新引领普洱茶价格的反

弹。而台地茶由于产量巨大，其价格下跌的幅度也更大。 

3.3.2 原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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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原料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山头，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树龄。

品种和环境构成了产区的特色，树龄则决定茶的内涵和深层价值。依照这三个因

素，对原料价值评估就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红酒论酒庄，普洱讲山头。”这是业内较为认同的一种说法，说明山头对

普洱茶的价值有很大决定价值。普洱茶比较著名的茶山和寨子有：景谷、易武、

攸乐、布朗、班章、南糯、勐宋、景迈、邦崴、千家寨、镇沅、无量山、勐库等

13 个。另一个就是品种，普洱茶的定义是云南大叶种的晒青毛茶为原料，经特

定工艺制作而成的茶，而云南大叶种里冰岛的勐库大叶种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了。最后一个树龄，古树茶价格昂贵，台地茶价格普遍比较便宜。 

3.3.3.工艺价值 

工艺价值很重要，普洱茶后期陈化价值中很重要一部分体现在拼配上，而拼

配是需要技术的，而且技术壁垒还挺高。其次，熟茶的渥堆对技术的要求也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大益的熟茶在行业中地位很高，因为人家工艺技术高，别人模仿不

来。 

3.3.4 品牌价值 

品牌的价值自然不用多说了，普洱茶行业市场混乱，用行话说水很深。我们

也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买普洱茶不建议自己去随便买，因为水深，很多人奔着某

个梦想进入普洱茶市场，到头来空手而归。  

3.3.5 附加价值 

普洱茶有越陈越香的特点在，这决定了普洱茶具有收藏特性。普洱茶存放时

间越久,其发酵而产生更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因此在茶中普洱茶可以说是独树

一帜。正因为这一点,其收藏价值日益突现，渐渐成为收藏家们的新宠。今年的

新茶是一个价，过 5 年 10 年后就是另外一个价。 

3.3.6 气候及地理 

云南省属青藏高原的南延部份，全省海拔高度相差很大。云南地形大势，西

北高，东南低。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逐层降低，平均每公里下降六米，故云

http://www.puerlife.com/
http://www.puerlife.com/
http://www.puerlife.com/
http://www.puerlife.com/puercha/shi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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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农田几乎全属梯田。云南大小河流有六百多条，重要的有一百八十多条，云

南有「立体气侯」的特点, 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之说。一省兼有

热、温、寒三带气候，成了全国气候缩影。云南气侯虽然多样, 但大部份地区气

候温和, 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云南大部份地区雨量充沛，年降雨量约一千至两

千毫米。雨季干季分明，雨季多在五至十月，冬春两季少有雨水为干季。     

云南气候大致与地形相对应。西北部的高山深谷区为山地立体气候区，从海

拔几百米上升至几千米的陡坡上真可谓是“十里不同天”，著名的滇金丝猴就出

没于此。而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南部等地则属于热带季雨林气候，即

全年高温如夏，雨季主要集中在夏秋。东北部的曲靖北部和昭通气候为亚热带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冬冷，雨热同季。全省其他大部分地域属于低纬高原气

候，“四季如春”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影响云南的季风来自孟加拉湾，叫做孟湾

季风。这是一股带着大量水汽的气流，全国大部分季风气候区的降水也来自于这

股季风。（在中国的季风气候区，太平洋季风的主要作用是推动雨带北移，而降

雨的水分来自于印度洋季风。) 

3.3.7 成本因素 

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寄出。普洱茶的成本一般为茶树维护、采摘、

加工、运输、打包运输、营销人员成本等方面。 

普洱茶的价格和茶叶的产区及茶树的品种、年份等因素有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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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费成本上升也会导致茶

叶收购成本的涨幅，使得普洱的价格上涨。而云南各产茶区的茶青采摘、杀青、

揉捻、晒干、压饼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些人力成本的上涨提高了茶叶的批发

价，自然也使普洱茶的零售价上涨。 

3.3.8 工艺水平 

    晒青毛茶经过发酵陈化，就演变成普洱熟茶。人工发酵普洱茶的第一道工序

是渥堆，首先将茶叶匀堆，再泼水使茶叶受潮，然后把茶叶堆成一定厚度，盖麻

袋或塑料袋保湿，让其发酵。发酵期间的温度控制很重要，温度低，发不起来，

温度高，烧堆。必须视温度变化及时翻堆调节温度。经过一段时间堆积发酵，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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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色泽变为褐红色。渥堆达到适度后，扒堆晾茶，解散团块，散发水分，自然风

干。待茶叶干燥，再进行筛分分档，制成普洱散茶。人工发酵普洱茶陈化期比生

茶陈化期短的多。 

具体的说，普洱熟茶制作工艺要经过原料的采购、毛茶的付制、发酵、翻堆、

干燥、分筛、拣剔、拼配，和压制、包装与贮运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极强的技

术因素。制作的工艺不同，直接影响其茶叶的等级，其价格当然也是不同。 

3.3.9 政策因素 

影响普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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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几年云南政府积极培育壮大各地普洱茶龙头企业，并在政策上、资

金上、技术上大力扶持普洱茶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有效的促进普洱茶的增产。 

3.3.10 品质因素 

影响普洱茶品质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多个方面（具体见附件 2）：  

影响普洱茶品质的因素，当中有些是可以尽量避免的。茶叶品质的好与坏直

接影响其茶价值，同样也影响其口感与滋味。品茶之人对茶汤的颜色、茶气、茶

性、茶香有着高标准，都希望品尝的茶在口感上略胜一畴。而口感的好坏、外形

的美观与茶叶制作过程、茶叶原材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好茶必须有好的

原材料。 

3.3.11 其他因素 

此外，普洱茶品牌附加值、宏观经济因素、物流因素、替代品竞争因素等都

会影响普洱茶的价格波动。总之，影响普洱茶价格的因素很多，要综合分析，才

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普洱茶的价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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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树茶与台地茶、乔木茶的区别 

指标 大树茶 台地茶 乔木茶 

外形 

古树茶的叶子相对台地茶壮

硕，叶面革质感明显，叶脉

清晰，叶边齿状无规律状，

叶背毛少 

台地茶因为是栽培的，叶身比较

单薄，叶子裙边起波浪，叶边齿

状呈规律性，叶背多毛。 

乔木（古树）叶子相对台地茶壮

硕，叶面革质感明显，叶脉清晰，

叶边齿状无规律状，叶背毛少。 

 

香气 
古树茶香气深沉而厚重，停

留时间长 
台地茶香气则飘扬而短暂 

乔木（古树）茶香气深沉而厚重，

停留时间长。 

口感 

古树茶会带来感觉丰富的口

感，且感受到一股来自高山

阔野般的气息，茶汤的细密

度和醇厚度较高、渗透力顺

畅； 

台地茶让人感觉口感单薄且有时

味会杂些，茶汤的渗透难以让舌

根感到舒畅，有的虽入口时感到

强烈，苦涩味比古茶也重。 

乔木（古树）茶会带来感觉丰富

的口感，且感受到一股来自高山

阔野般的气息，茶汤的细密度和

醇厚度较高、渗透力顺畅。 

叶底 
古树茶冲泡后叶子舒展程度

好，肥大且弹性、柔韧性好 

台地茶不易舒，质感薄小且脆硬。 

 

乔木（古树）茶冲泡后叶子舒展

程度好，肥大且弹性、柔韧性好。 

韵味 

古树茶入口滋味醇厚，苦涩

味所化出的甘性让口腔生

津，韵味久留于口腔、喉头，

陈茶的能量释放得慢些，茶

气的表现也慢慢体现出来，

人体口感的舒服程度高。 

台地茶的后度及留存在口腔中的

茶味短暂，生津不明显，韵味短

暂，陈茶所含的能量也相对较少

且释放得快，人体口感的舒服程

度也偏弱。 

乔木（古树）茶入口滋味醇厚，

苦涩味所化出的甘性让口腔生

津，韵味久留于口腔、喉头，陈

茶的能量释放得慢些，茶气的表

现也慢慢体现出来，让人体感觉

舒服的指数高。 

陈化 

潜质 

古树茶因叶子是来自树根深

入土壤的大树，根部吸收地

下的养分多而使叶子具有转

化价值的物质多，潜质空间

高。 

台地茶来自根部短浅的台地，所

内含的能随时间转化的物质稀

少，转化空间也有极限性。 

乔木（古树）茶因叶子是来自树

根深入土壤的大树，根部吸收地

下的养分较多而使叶子具有转

化价值的物质多，潜质空音当然

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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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影响普洱茶品质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 17 个方面 

1、茶种。茶叶种类不同，其成份及其比例、气味、滋味、形状、色泽都会

有别。如大叶茶和小叶茶有别，龙井茶与乌龙茶有别等。六大茶山茶种除了大叶

茶、中叶茶、柳叶茶、小叶茶、红茶、紫茶外，还有椭叶茶和嫩红茶等。 

2、土壤。唐代陆羽的《茶经》载：“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

者生黄土。”清代《普洱府志》“物产”部分载：“其余小山甚多而以蛮松产者

为上。大约茶性所宜，总以产红土带沙石之阪者多清芬耳”。土壤是影响普洱茶

品质的因素之一，早在清代阮福《普洱茶记》也载：“又云茶产六山，气味随土

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好，消食、散寒、解毒。”即使是同种类的茶，

其所生长的土壤不同，其成份及其比例、气味、滋味、色泽也会有别。 

3、气候。生长在同类土壤的同种茶，所处的气候不同，其茶质也不同。而

气候又受所处的纬度与海拔的影响，相同的土壤与纬度下，生长在海拔较高地带

茶的质量，优于生长在海拔较低地带的同种茶的质量。“古六大茶山”所处经纬

度范围内的茶，其苦涩味普遍平衡而适中，而且耐泡。 

4、其树型与生长的自然度。同山坡、同树龄的同种茶，受修剪成灌木者和

散放而自由生长的乔木者，其茶所含的成份及其比例、气味、滋味、色泽也有别。

有性繁殖的茶苗，本性是乔木;无性繁殖的茶苗，本性是灌木。 

5、生长地之背阴与当阳程度。其它因素相同，则当阳者的比背阴者优良。

对此，陆羽的《茶经》卷上就载：“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性凝滞，结瘕疾。” 

6、栽培管理方式及养分种类。密度稀、与其它多种树木自然和谐地杂生者，

自然养分充足，其生长与抽芽健壮;密度大又不与其它多种树木杂生，确与草莽

杂生者，往往营养不足而引起所抽之芽的病态，甚至多虫。对此，陆羽的《茶经》

卷上就载：“野者上，园者次。” 

7、树龄。茶树的年龄也是影响普洱茶品质的因素之一，在清代《普洱府志》

“物产”部分载：“茶之嫩老又则别之”。同山坡、同树种和树型、栽培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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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养分都相同的高龄老树茶之味，比低龄嫩树茶纯厚又甘甜，也更耐泡;而低

龄嫩树茶味，比高龄老树茶苦涩。 

8、采摘时节。晴天采者比阴天采者优良;阴天采者比雨天采者优良。陆羽的

《茶经》卷上就载：“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其日，有雨不采，晴

有云不采，晴，采之。”其它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春茶的色泽、茶味都比谷花茶

(即秋茶)优良，谷花茶又比小满茶(即夏茶)优良。 

9、生态性，包括茶树所吸收的养分的生态性及茶树保健的生态性。其它因

素相同的条件下，自然地与其它杂木混居，完全以多种腐殖质组成的有机肥为养

分，或人工施放畜肥或绿肥者的先天茶质，远比施放化肥者优良。全靠鸟类、寄

生蜂蝶等虫敌除虫，加上边采边修叶，不喷洒点滴农药也能够健壮生长抽芽者的

茶质，远比因生态失衡而多虫，不得不喷洒农药者优良。 

10、是采摘的老嫩长短与健康程度。其它因素相同的茶，采得越嫩而短，

其形状、色泽等越理想，但其涩味越重而且更不耐泡;采得越老而长，其形状、

色泽等越差，但其味越纯厚，尤其是其甘甜味和香气越浓而且更耐泡。因而茶尖

采摘的老嫩长短要适当，一般以一芽二叶为宜，能兼顾滋味与外观。 

11、是茶林及其周围的气味，茶林及其周围有芳香者，其茶叶气味尤佳;茶

林及其周围有异味者，其气味劣。故茶林周围不宜种橡胶。 

12、杀青与揉作技术。杀青方式分为农家的手工炒青、毛茶厂的蒸青、烘

青和晒青 4 种。杀青程度与杀青温度和杀青时间的长短有关。杀青不熟，不仅所

加工成的干毛茶形状、色泽差，茶汤带绿色，其味还会带有生气味。杀青过甚，

色黑且不易抖散，甚至炒焦而带糊味，故宜在适温下延长炒青时间。 

13、干燥的方式、及时程度及其场所的卫生状况。茶的干燥方式主要有晒

干、烘干和烤干 3 种。晒干者远比烘干者理想;烘干又比烤干者理想;及时干燥者

比延时干燥者理想，但隔日干燥者比当日及次日干燥者陈化快。有烟的火烤干者

会使茶带上烟臭味;3 日后的延时烤干者会带上馊味或酸味。烘干室温不宜偏高，

约 32℃至 36℃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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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选料与制作标准。选料与制作要求越高，成品质量越优。选料包括收

购何种毛料和筛选时选取何料。制作要求包括筛选、配料、蒸压、干燥、包装等

工序。筛选是关键而又艰苦的工序，低要求者只须基本拣尽黄片与渣滓，筛尽碎

沫;高要求者除此以外，还须拣尽因受闷或杀青不匀等造成的色黑而无光泽者、

色杂者、色褐者、色黄者、色红者、色绿者以及发霉者、疙瘩茶、碎片、老梗等。

茶饼的薄厚应基本匀称，松紧适度，窝深，周边光滑。 

15、加工与再干燥环境。加工与干燥是影响普洱茶品质的因素，也属于后

天因素，厂房内外无污染者的质量较优。 

16、储存环境。其它因素相同的茶，保存在透气而避风、透光而避晒、温

热避烤、干湿适度又无任何污染的场地而无霉烂者的质量，比保存在闷气或吹风、

暴晒或阴暗、寒冷潮湿又有污染的场地而有霉烂者优良。气温和湿度分别宜为约

24℃至 36℃之间和 50%至 65%之间。 

17、发酵的种类与单纯度。目前为止，发酵总的分为人工发酵和自然发酵

两类。其中人工发酵分为毛茶前发酵和成品后发酵，自然发酵除了成品后发酵，

还有成品前发酵，即妥善保存毛茶以使之自然适度发酵后再压成饼。相同条件下，

前者的速度比后者快。其中自然发酵者往往比人工发酵者的质量优良，饮用也更

安全;而两者中纯发酵而不发霉者的质量，又远比有霉烂者优良。 

这就是 17 个影响普洱茶品质的因素，当中有些是可以尽量避免的。茶叶品

质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其茶价值，同样也影响其口感与滋味。品茶之人对茶汤的颜

色、茶气、茶性、茶香有着高标准，都希望品尝的茶在口感上略胜一畴。而口感

的好坏、外形的美观与茶叶制作过程、茶叶原材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好

茶必须有好的原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