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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三花枸杞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三花

枸杞茶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三花枸杞茶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三花枸杞茶行业的现状、

中国三花枸杞茶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三花枸杞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三

花枸杞茶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三花枸杞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三

花枸杞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三花枸杞茶由玫瑰花、茉莉花、代代花、川芎、枸杞叶按一定比例制成的药茶分袋包装。

枸杞叶别名天精草，地仙苗，富含蛋白质，胡萝卜素，粗纤维，维生素C，微量元素钙、磷

、铁、核黄素，抗坏血酸，尼克酸及人体必需的十八种氨基酸等营养成分。性味苦、甘、涩

、可补虚益精，清热、止咳，祛风、明目，养颜，治虚痨，发热.烦渴，目赤昏痛，夜盲，崩

漏带下，清热毒，散恶肿。枸杞叶苦甘百而凉，上焦心肺客热的病症适宜用它，枸杞根甘淡

而性寒，下焦肝肾虚热的病症适宜用它。枸杞干果甘平而滋润，主要补肾、润肺，生精益气

，分别服用，各有所用，久服根叶可降心、肺、肝肾虚热阴火，若过量，则稍有伤元气，久

服枸杞干果，可温补肝肾，但易引起燥热，混合服用，一举两得，甘寒平补。无任何副作用

。药性更加合理地被人体吸收，利用。能使身体精气充沛而邪火自退。长期食用枸杞或饮用

三花枸杞茶，也不会有副作用。它的药效十分广泛，具有解热、治疗糖尿病、止咳化痰等疗

效，而将枸杞根煎煮后饮用，能够降血压：至于三花枸杞茶则具有治疗体质虚寒、性冷感、

健胃、肝肾疾病、肺结核、便秘、失眠、低血压、贫血、各种眼疾、掉发、口腔炎、护肤等

各种疾病的功效。

     中草药保健茶是中国传统的特色饮料，也是药茶疗法的主要剂型之一。距今2000年前的《

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将茶列为一味重要的药物；传说神农氏赏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

解之；汉代的张仲景、华佗等大医学家也用茶来治疗各种疾病；唐宋时代更将茶及药茶广泛

应用于防治头痛、痰热、宿食、消渴、小便不通、大小便出血等病症，以及补肾壮腰、聪耳

明目、坚肌长肉的保健养生之品；到明清时代药茶疗法、用中草药配制的保健茶更有很大的

发展，有关药茶和保健茶的方剂、应用范围、制作方法等方面都被不断充实和完善，创制了

大量行之有效的药茶、保健茶，它们成为祖国传统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疗效高

、易于制作、使用方便等特点，深受人们喜爱。近代，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增强，在茶饮料市

场迅速扩大之后，以传统中草药为主要成分的保健茶已成为饮品市场的新亮点。未来5年，全

球健康饮料将以高于普通饮料增长速度（2%-3%）1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在我国各种医书中，

记录有1100多种有治疗作用的&quot;茶&quot;类饮品，而近20年中新发展的、有案可查的各类



药茶、中草药保健茶就有350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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