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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乌叶单丛茶’是从‘凤凰水仙’中系统选育而成的茶树新品种。晚生，丰产，质优，适应

性和抗逆性强，适制红茶和单丛茶。制红茶香气高长持久，有花蜜香，滋味浓醇鲜爽。制单丛茶栀子花
香高锐持久，滋味浓厚鲜爽，回甘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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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ately-sprouting Tea Cultivar‘Wuye Dancong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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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ye Dancongcha’is a new tea cultivar derived from‘Fenghuang Shuixian’. It has many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such as lately sprouting，high yield，superiorly quality，strong tolerance and
resistance. It suitably manufactured black tea and dancongcha. Processed black tea had heavy flavour
aroma，heavy and mellow taste，sweetly. Dancongcha performed high and sharp aroma，sweetly heavy and
thick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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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叶单丛茶’是从广东‘凤凰水仙’有性群体中系统选育的高香型无性系新品种。
‘凤凰水仙’
包含许多品质各异的名丛或单株，其中一些株系加工成成品茶，香气清高持久，表现出多种自然花
香型（吴修仁，1959；陈荣冰和姚信恩，2002）。1988—1995 年本课题组和当地茶叶部门对‘凤凰
水仙’老丛茶树进行分类鉴定，选出了“十大香型”和‘乌叶’、
‘大乌叶’等优秀单株 20 余株，通
过扦插繁殖的方式种植于潮州市和英德市茶树良种场进行保存。经多年观察，确定‘乌叶单丛茶’
品质优异，栀子花香蜜韵突出，休止期晚，在 11 月底仍可萌发，全年有效采收期比对照‘岭头单丛’
长 10 ~ 12 d，可加工雪片茶。2004 年设置品比试验，2007 年扩大繁育，开展多点区域试验，平均
干茶产量 1 013 kg · hm-2，比对照种‘岭头单丛’增产 10.2%。目前在潮州和梅州等地进行引种和生
产种植。2013 年 1 月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为‘乌叶单丛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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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茶树新品种‘乌叶单丛茶’

A new lately-sprouting tea cultivar‘Wuye Dancongcha’

品种特征特性
树体为小乔木，树姿开张，分枝尚密。叶长 11.8 cm，叶宽 4.7 cm，中叶种；叶形长椭圆形，叶
片上斜状着生，叶色深绿，叶面微隆内折，叶质厚脆，叶齿钝浅，叶尖渐尖，叶基楔形，叶缘波状。
盛花期为 10 月中下旬，萼片 5 ~ 6 片，绿色无茸毛；花冠直径约为 3.7 cm，花瓣白色 5 ~ 6 瓣，子
房无茸毛，花柱 3 浅裂。果实球形，直径 3.8 cm，果皮厚度 0.2 cm。种子为锥形，种皮棕色。芽叶
黄绿色，茸毛少，生育力较强，一芽三叶期在 3 月下旬，百芽质量 110.0 g。产量高，干茶产量 1 245 ~
1 845 kg · hm-2。
适制单丛茶、红茶，品质优良。制红茶香气高长持久，有花蜜香，滋味浓醇鲜爽。制单丛茶栀
子花香高锐持久，滋味浓厚鲜爽，回甘力强。抗逆性和抗小绿叶蝉较强。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在粤东和其它海拔 100 m 以上的山坡地茶区种植。山地梯级茶园梯面在 150 cm 以内，采取
单行单株种植，株距 30 ~ 45 cm，22 500 株 · hm-2；梯面 150 cm 以上的则双行“狗脚跡”式种植，
小行距 30 cm，株距 30 ~ 45 cm，22 500 ~ 30 000 株 · hm-2。坡地和水平茶园大行距不小于 150 cm，
小行距 35 cm，株距 30 cm，双行单株植，45 000 株 · hm-2 左右。注意树冠培育与修剪方法相结合。
加强春季肥水管理，保持秋季茶园土壤湿度，增加秋茶和雪片茶的产量比重。小绿叶蝉发生高峰期，
采取适当强采，或者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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