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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及工作过程 

（一）任务来源 

《古茶树》（项目任务书中的名称为《古茶树标准综合体》，按

照后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相关专家的建议进行更名）是根据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的委托，按照林业行业标准《古茶树》制定计

划，由西南林业大学负责牵头起草，《古茶树》（以下称为《标准》）

的起草工作，项目编号为 2019130004-149。 

（二）标准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西南林业大学 

协作单位：贵州省农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国家林业局昆明

勘察设计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昆明市农业科学院、保山市经济作物站、

普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临沧市茶叶研究所。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 

标准总负责人：蓝增全 

根据综合体中分项标准涉及内容，责任分工如下： 

表 1 分项标准责任分工 

姓名 单位 分工 

蓝增全 西南林业大学 全面主持与起草 

赵德刚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刘绍娟 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何青元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贺娜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吕才有 云南农业大学 参与起草 



宋永全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参与起草 

赵远艳 普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沈晓进 昆明市农业科学院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王慷琳 西南林业大学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段学良 保山市经济作物站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周斌星 云南农业大学 参与起草 

陈林波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参与起草 

汪云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石明 西南林业大学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邓志华 西南林业大学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韦玲长 临沧市茶叶研究所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李法营 西南林业大学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陶燕蓝 西南林业大学 野外调查、参与起草 

吴田 西南林业大学 参与起草 

贾呈鑫卓 西南林业大学 参与起草 

郑丽 西南林业大学 参与起草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古茶树资源是表征中国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

的“活化石”。古茶树资源是在漫长的自然演化中形成的，是长期的

自然选择与生产实践所形成的珍贵的自然遗产，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遗

传多样性，是重要的茶树种质资源，也是未来茶叶产业发展中优良品

种选育的重要种质资源基因库，不仅制茶品质优，经济效益高，而且



是进行茶树起源、演化和分类等研究的重要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中

国古茶树的数量有 5616 万株，面积有 331 万亩，野生茶树群落、古

茶山（园）有 214 个。古茶树资源的现代分布中心在云南，拥有 5495

万株，占 97%。云南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古茶园保存面积最大、古茶

树保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典型的野生型、过渡型和栽培型古茶树类型

齐全，云南古茶树主要分布在普洱、临沧、西双版纳、保山、红河、

文山等地。这些古茶树资源是国家珍贵的种质资源基因库。但是，随

着社会发展、人口增长、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古茶树资源的

过度开发利用，大批古茶树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性采摘，部分古

茶树生机大损，树势衰退，致使其资源面积不断减少，野生珍稀古茶

树资源逐渐处于濒危状况，加强保护古茶树这一重要的自然文化遗产

刻不容缓。 

为使古茶树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编制出科学合理、因地

制宜、先进实用的《古茶树》行业标准，以此作为古茶树拥有者、管

理者等指导生产的行为准则，使我国古茶树资源得以延续生存和保护。 

《古茶树》的制定，是促进我国茶业标准化工作达到科学、合理

化的基础，将随着我国茶叶行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充实。

制定该项标准对于茶产业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三、起草过程 

编制任务下达后，西南林业大学组织相关单位联合成立了标准编

写组，明确了工作指导思想，制定了工作原则，确定了起草组成员的

任务分工。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

并仔细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以期熟练掌握标准编制的规则和方法。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特别是 2016-2021 年蓝增全教授团队对云

南、贵州、重庆、广西、四川等地的古茶树现状和分布进行调查，重

点考察了古茶树密集分布的澜沧江流域、哀牢山脉和高黎贡山山脉以

及贵州五县，涉及西南各省的 16 个州（市）30余个县（市），采集

典型古茶树植物标本 800 余份，与当地古茶树管理部门、茶企、茶农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充分了解了古茶树的生存、保护和利用现状。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编制本标准草案过程中，认真学习了国家关于

标准化工作的相关新政策和新法规，广泛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了

解了国内外古茶树资源现状和保护利用情况，最后根据古茶树资源在

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兼具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于

2020年 2 月初归纳总结出本标准内容，形成了工作讨论稿。 

2020 年 5 月将工作讨论稿在古茶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家创新

联盟和项目编制组内进行多次讨论，确定了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并于 5 月底形成标准草案。 

2020 年 6 月，起草小组再次修改了《征求意见稿》向南京农业

大学、西南大学、贵州大学、广西茶叶科学研究所、云南省农业农村

厅、云南农业大学、普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云南省高原特色研究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以及各古茶树主要产区相关单位

发送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截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共收到反馈意见 44 条，

针对这些意见，又先后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标准草案所获意见进行

讨论和修改，采纳意见 33条，部分采纳或未采纳 11条，最后形成《送

审稿》。 

2020 年 9 月 27 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组织相关专家在北

京对本标准评审，与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



的审查和质询，提出了修改意见，一致通过评审，我们完全遵照各位

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大量修改，现形成标准报批稿上报。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结合项目组成员外业调研、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又先后与云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贵

州大学、双江县人民政府、南涧县人民政府、临沧聚云茶叶有限公司、

云南钧翔号茶业有限公司等进行反复探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古

茶树》的相关内容。 

编制过程遇新冠肺炎爆发，采取了多形式的网络化推进工作，通

过线上线下的配合，保证了编制组的起草、意见征集，问题研讨；同

时，也最大限度地得到古茶树资源集中分布地滇、黔、桂、川渝部分

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关事业单位、企业和个人的支持，

使得标准更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四、制（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原则 

1. 科学性、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西南林业大学作为西南唯

一一所独立建制的林业专门高校，坐落于云南省会城市昆明，而云南

是古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利用地理优势，项目组前期做了大量

古茶树资源的调查工作，与当地古茶树管理部门、高校、科研院所、

茶企、茶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充分了解了古茶树的生存、保护和管

理现状。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目前古茶树保护和管理现状，综合国内

各地古树名木在保护管理方面的经验，在多次征求有关管理部门、专

家和生产单位意见的基础上首次制定，汲取各方意见，希望在古茶树



保护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完善。 

2. 可操作性原则 

《古茶树》是符合国家十八大以来对林业发展的政策要求，文件

中的技术指标都是在广大科研人员和农业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生

产经验和科学参数，对实际工作具有可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3. 规范性原则 

《古茶树》是参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范编写的。 

（二）编制依据 

1. 本文件是起草单位在针对典型古茶树的考察调研结果为基础

进行编制，并选择了适宜的调查方法，开展了有关各项技术指标的试

验研究，收集了 800 余份典型古茶树植物标本；按照国家质量技术监

督局陆续批准发布的对各类标准制定修订的新规定，提出了标准草案

（征求意见稿）；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提出了标准草案（送审

稿）。 

2. 本文件在编制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闵天禄 . 山茶属茶组植物的订 正 [J].云南植物研究，

1992,14:470-477 

闵天禄.世界山茶属的研究[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 

陈兴琰.茶树原产地——云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魏小平.云南省古茶园（树）资源[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7 

虞富莲.中国古茶树[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6 

梁名志，田易萍.云南茶树品种志[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E%E7%94%9F%E6%A4%8D%E7%89%A9


2012 

黄炳生.云南省古茶树资源概况[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6 

IUCN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 

LY/T 2737 古树名木鉴定规范 

NY 525 有机肥料 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LY/T 2970 古树名木生长于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施用准则 

GB 11767 茶树种苗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NY/T 茶树短穗扦插技术规程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的论述 

（一）关于以地径作为茶树纳入古茶树管理的依据 

通过大量古茶树调查，90%以上的古茶树都在胸径（距地1.3m处）

以下就分枝，为了具有可比性，提出以地径作为纳入古茶树管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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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在针对所收集的200多个古茶树木材样本的分析，综合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和西双版纳州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大叶种茶树地径

25cm时树龄可达100年，为了避免估算茶树年龄的混乱，使古茶树保

护工作有可操作性，在没有成熟的无损探测茶树年轮技术方法情况下，

可采用地径25cm及以上纳入古茶树管理。 

（二）关于茶籽的处理与贮藏 

采收的茶果平摊在干燥阴凉且通风的地方，摊放厚度5cm～8cm，

每天翻动1次～2次，待茶果裂开后轻轻揉压，使果壳与种子脱离，并

用细筛（目数小于茶籽粒度的筛网）筛出茶籽。脱壳的茶籽摊晾在木

板上，木板遇到高温或低温时，不会产生水汽，茶果不易受潮发霉。

当茶籽含水量在20%～30%之间，以无纺布袋盛装茶籽，置于阴凉通

风处备用。 

（三）关于苗圃地铺土的问题 

古茶树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对土壤要求不同，无性繁殖对土壤的

要求较高，需红壤心土，而有性繁殖则需大田土即可。大田土较易取

得，土壤结构较为紧密，喷水容易经过细土渗入到粗土，吸水性和持

水性较好，且不易板结。有性繁殖幼苗主根发达，抗逆能力较无性系

茶苗更强，相比较无性系茶苗生长，有性系茶苗用大田土不但能节省

成本，同时也不影响出土率和出圃率。而红壤心土选取成本较高，该

土不含未腐熟的有机质，基质干净，颗粒均匀，疏松通气，适宜穗条

生根。铺土厚度太厚或太薄，则会不利于土壤温度，影响生根。根据

普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多年的育苗经验，铺土厚度10cm～12cm即可。 

 

六、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有关于茶树的国标标准《茶树种苗 GB11767-2003》



和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七、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本文件主要针对古茶树的保护管理而制定，明确规定了古茶树界

定标准、保护等级划定及古茶树健康等级评估等方面，对古茶树的保

护和管理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本文件共包括《古茶树定义术语》、《古茶树分级与鉴别技术规

程》、《古茶树保护管理技术规程》、《古茶树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

程》四个部分。 

第 1 部分《古茶树定义术语》主要对古茶树、野生型古茶树、栽

培型古茶树、过渡型古茶树、古树茶等各项指标进行了定义，鉴于古

茶树标准的缺项较多，此部分为今后标准修订增加定义术语留下空间。 

第 2 部分《古茶树分级与鉴别技术规程》主要对古茶树等级划分

作出定义并对如何界定古茶树等级进行了规范。 

第 3 部分《古茶树保护管理技术规程》主要涵盖了古茶树调查诊

断、环境改善、有害生物防治、树体保护、复壮管理等技术方面。 

第 4 部分《古茶树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程》主要从古茶树原地保

护和异地保护两方面进行古茶树种质资源的保存。从育苗和栽后管理

角度考虑，育苗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部分，古茶树的有性繁殖

规定了茶果的采收、茶果的处理与贮藏、苗圃的建立、茶籽的播种、

茶籽播后管理、炼苗和起苗部分；古茶树的无性繁殖规定了枝条采集

的时间、方法及保鲜、运输，苗圃的建立、扦插及扦插后管理。栽后

管理包括茶园建设、栽植、土壤管理和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二）主要内容的确定论据 

编制单位有西南林业大学、贵州省农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

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云南省



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昆明市农业科学院等相

关单位，几乎囊括了西南地区主要从事古茶树研究的机构和科研院所，

其中西南林业大学的蓝增全教授长期从事古茶树考察调研，涉及云南

和贵州 16 个州（市）30 余个县（市），采集典型古茶树植物标本 800

余份，与当地古茶树管理部门、茶企、茶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充分

了解了古茶树的生存现状、保护和利用现状，为编写本规范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古茶树》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