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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佛 龙 井 

1 大佛龙井茶品种概况 

1.1 大佛龙井茶简介 

大佛龙井产于中国名茶之乡——浙江省新昌县，是我国名茶三珍，1995 年

荣获中国科技精品博览会唯一的金奖。大佛龙井为新昌县主要名茶品种，主要分

布于海拔 400 米以上的高山茶区。产品选用高山无公害良种茶园的幼嫩芽叶，经

摊放、杀青、摊凉、辉干、分筛整形等工艺精制而成，具有典型的高山茶风味。 

 

图表 1 大佛龙井茶叶 

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在“茶叶感官审评报告”中称“新昌大佛

龙井茶”，外形扁平光滑，挺直尖削，形似碗钉，色泽嫩绿鲜润，滋味鲜醇甘爽，

汤色杏绿明亮，叶底细嫩成朵匀齐，品质优良，属浙江龙井茶中的极品。 

1.2 大佛龙井茶的加工及分类 

1.2.1 大佛龙井茶的加工 

大佛龙井采制技术相当考究。俗语道：“大佛龙井是靠一颗一颗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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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斤大佛龙井一般需要四～五斤青叶，经过采摘、摊放、杀青、回潮、辉锅、分

筛、挺长头、归堆、收灰等工序，才能生产出上好的大佛龙井。 

1、青叶采摘：大佛龙井采摘有三个特点：早、嫩、勤。有爱茶人虞伯生在

《游》中有“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之句，说明高级大佛龙井向来就强调要

早采。其中以清明前采制的大佛龙井品质为 佳，称为“明前茶”，谷雨前采制，

称为“雨前茶”。其次大佛龙井的采摘也十分强调细嫩和完整，一般一公斤极品

明前大佛龙井，需要采摘至少八万个细嫩芽叶，故极为名贵。其采摘标准是完整

的一芽一叶，芽长于叶，芽叶全长约 1.2 厘米。 

2、鲜叶摊放：采回的鲜叶在室内进行薄摊，厚度为 1 厘米左右。经 2 小时

以上摊放后，使部分水份挥发，散发青草气，增进茶香，减少苦涩味，增加氨基

酸含量，提高鲜爽度，使炒制的大佛龙井外形光洁，色泽翠绿。提高茶叶品质高

级大佛龙井的炒制全凭一双手在一口特制铁锅中，不断变换手法炒制而成，炒制

手式有抖、搭、搨、捺、甩、抓、推、扣、压、磨等，号称“十大手法”，炒制

时还要根据鲜叶大小、老嫩程度和锅中茶坯的成型程度不断变化手法。只有掌握

了熟练技艺的制茶师，才能炒出色、香、味、形俱佳的大佛龙井。而且因全用手

工在热锅内操作，劳动强度甚大。 

3、杀青（又称青锅）：即杀青和初步成型的过程。当锅温达 80～100℃时，

涂抹少许植物油脂于锅内，投入约 100 克经摊放过的叶子，开始以抓、抖手式为

主，散发一定的水分后，逐渐改用搭、压、抖、甩等手式进行初步成型，压力由

轻而重，达到理直成条、压扁成型的目的，炒至七八成干时即起锅，历时 12～

15 分钟。 

4、回潮：杀青后，放于阴凉处进行薄摊回潮。摊凉后筛去茶末、簸去碎片，

历时约 40～60 分钟。 

5、辉锅：回潮后的茶叶倒入锅中，进一步整形炒干，完成定型。通常是四

锅青锅叶合为一锅辉，叶量约 250 克，锅温 60～70℃，历时 20～25 分钟，锅温

分低、高、低三个过程，手式压力逐步加重，主要采用抓、扣、磨、压、推等手

法。其要领是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炒至茸毛脱落，扁平光滑，茶香透出，折之

即断。 

6、分筛：用筛子把茶叶分筛。簸去黄片，筛去茶末，使成品大小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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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挺长头：把筛出的大一点的茶叶再一次放入锅中，将其挺直，历时约 5～

10 分钟。 

8、归堆：将成品分包成 0.5 公斤一包，分开保存。 

9、收灰：炒制好的大佛龙井极易受潮变质，须将归堆后的成品茶，放入底

层铺有块状石灰(未吸潮风化的石灰)的缸中加盖密封封存一星期左右，大佛龙井

的香气更加清香馥郁，滋味更加鲜醇爽口。 

1.2.2 大佛龙井茶的分类 

2001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出台《龙井茶原产地域保护管理办法》，依

据产区不同，将龙井茶原产地域划为西湖产区、钱塘产区、越州产区三类。西湖

产区在西湖区 168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钱塘产区在杭州市临安、滨江、萧山、余

杭、富阳、桐庐、建德、淳安等县市区区域。越州产区在绍兴地区的绍兴、诸暨、

嵊州、新昌等地区。大佛龙井从产地区域上属于越州产区，是越州龙井中的佼佼

者。2016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中大佛龙井位列第五。 

大佛龙井茶树品种有：乌牛早、平阳早、鸠坑种、龙井 43、白龙井、浙农

117；大佛龙井茶有二款基本定型、具有二种不同风格的茶品，按新昌土话叫绿

版、黄版。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成品茶的外形色泽和香气的不同追求： 

（1）绿版——它的主要特征是要求所炒制的茶叶绿多黄少，达到色泽嫩绿

鲜润，香气清香持久，滋味鲜爽甘醇，汤色杏绿明亮，叶底细嫩成朵。在炒制上

努力做到在无青草气的前提下尽量使茶叶青翠碧绿、清香持久。即达到“绿无青

气”，所炒制的茶其色、香、味自有其特色。 

（2）黄版——它的主要特征是要求所炒制的茶叶黄多绿少，这种黄多绿少

的款式据说是新昌大佛龙井开创之初，借鉴、仿制外地龙井茶而形成的。这款茶

的主要特点是香高味浓，即高香味较重，后续栗果香较为明显。在炒制时要防止

高火可能带来的焦、苦味，做到“黄无焦味”。 

1.3 大佛龙井茶的品种特征 

茶色泽：绿翠匀润 

茶汤色：杏绿明亮 

茶香气：嫩香持久略带兰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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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滋味：鲜爽甘醇 

茶叶底：嫩绿明亮 

1.4 大佛龙井茶的采摘和仓储 

大佛龙井采摘，全年供应（春茶、夏茶、秋茶）： 

（1）一般每年 3～4 月份采摘和制作的茶叶，称为春茶。春茶分为明前茶、

雨前茶、雨后茶。 

“明前茶”是清明节前（4 月 5 号之前）采制的茶叶。 

“雨前茶”是清明后谷雨前（4 月 21 号之前）采制的茶叶。 

（2）一般 5～7 月份采制的茶为夏茶。 

（3）一般每年 9～10 月份采制的茶叶为秋茶。 

大佛龙井保质期和仓储： 

大佛龙井属于绿茶系，常温下保质期一般为 1 年；应放在阴凉干燥处， 好

的是将茶叶密封包装，然后放入冰箱低温（0～5℃ 佳）保存。 

1.5 大佛龙井茶的营养及保健功效 

大佛龙井含多种维生素、茶多酚、咖啡碱、脂肪酸等。特级大佛龙井茶维生

素 C 含量可达 1%以上。人体每天喝上两三杯龙井茶，便能满足人体对维生素 C

的需求量。 

100 克大佛龙井干茶中含有 20～50 克茶多酚。茶多酚能抑菌，防治动脉粥

样硬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症，还具有抗癌、防辐射、延缓衰老的作用。 

大佛龙井茶含有较多的嘌呤碱、少量的咖啡碱和茶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

作用，可以消除疲劳。 

大佛龙井茶含有 3%左右的脂多糖，能增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具有

抗辐射、改善造血机能、保护血象等作用。 

大佛龙井含少量的可溶性蛋白质和 2%～4%的氨基酸，以及钾、锌、镁、铁、

锰等多种无机盐和微量元素。 

大佛龙井茶防癌作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在 1986

年通过对 17 种茶叶进行比较试验，结果认为茶叶有阻断人体内亚硝胺合成的能

力，其中龙井茶的阻断率 高，达到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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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动脉硬化和延缓衰老：茶叶所含儿茶素有较强抗氧化活性，与维生素 C

一起时有抗氧化增效作用。 

防龋齿：茶多酚具有抑制葡萄糖聚合酶活性的作用，使葡萄糖不能聚合，从

而避免龋齿的发生。 

2 大佛龙井茶的产业链介绍 

2.1 大佛龙井茶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建立后，茶叶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新昌茶叶生产历史上也曾有过

几次辉煌，新昌茶农生产的“一芽多叶”春茶制成的大众化圆形茶，形如珍珠，

称为“珠茶”，曾在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年产量达 10 万担，新昌因而成

为全国出口珠茶三大基地县之一。改革开放之后，茶叶统购统销取消，茶农一夜

间陷入了“卖茶难”困境。这时人们发现“西湖龙井”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就动

脑筋从杭州请来师傅学做扁形茶，由此新昌在全省 早步入了生产“名茶”县行

列。据说当年新昌先后举办“圆改扁”培训班 500 多期，培训人员 4 万多人。 

 

图表 2 新昌茶叶均价变动 

数据来源：新昌县名茶协会 

分析“大佛龙井”成功的奥秘， 关键的当数其管理运营模式：政府推动，

协会主导，企业参与。这一模式确保了品牌的公益性，也确保了新昌茶产业的稳

健发展。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面对茶产业的衰退，纷纷开发名茶，一时间浙江



       大佛龙井·品种说明手册 

6 

龙井遍地都是：不同产地的原料，千家万户的炒制，品质良莠不齐，龙井市场一

团浑水。新昌县委县府针对本县迅速发展的名茶产业，及时组建名茶协会、名茶

公司，在积极申报“中国名茶之乡”的同时，推出“大佛龙井”这一名茶品牌。

“大佛龙井”通过国际茶文化节、国际茶博会等活动被人们所熟悉，各大新闻媒

体的宣传又使其推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龙井茶中销量 大的著名品牌。以经

销大佛龙井为主的浙东名茶市场，也因此而成为全国 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体

现了新昌文化中的茶文化的底蕴。 

因为有了统一名称，新昌大佛龙井茶的产量和销量逐年递增，销售网络不断

扩大，形成了以浙东名茶市场为中心，内连 17 个产茶乡镇，外接全国各地 200

多家直销窗口的营销网络。品牌名声大了，销量大了，随之而来的假冒伪劣现象

也不断发生。为此，新昌县政府及时成立了“大佛龙井品牌管理委员会”，下设

了办公室来负责县内外大佛龙井经销商的资格认证。到目前为止已有 50 多家经

销商通过“大佛龙井品牌经营资格”认证，被核准的经销商普遍反映“大佛龙井

品牌经营资格证书”有效地遏制了假冒伪劣大佛龙井现象，保护了大佛龙井的品

牌声誉，也使得新昌文化的茶文化更有文化色彩。 

2.2 生产概况 

2.2.1 种植区域分布 

“高山云雾出名茶”，大佛龙井茶生长于唐朝诗仙李白曾经为之梦游的浙江

新昌境内环境秀丽的高山云雾之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

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新昌茶业发展正是得益于天造地设的自然环境。

以地理位置而言，一条曾是浙东唐诗之路上重要水流的曹娥江上游的剡溪，曲折

逶迤千古长流。更兼两岸峰峦起伏，绵延不绝，江之东南有天台山的险峻，江之

西南有会稽山的秀丽，江之东北有四明山的雄威。这些连绵新昌境内的山峰海拔

多数在 700 米以上，其它地形均为海拔 200 米到 600 米的丘陵台地，新昌茶叶主

产区的茶园海拔高度均在 400 米以上。 

从气象学的角度看，新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风显著，温和湿润，四季

分明。春夏季雨热同步，秋冬季光温互补。全年各地平均气温 15℃～16℃，年

降雨量在 1400mm 以上，茶树生长季节的 4～10 月的降雨量均在 100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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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降雨量随着海拔高度升高而增多。全县年均日照时数达 1900 小时，日照百

分率 43%，特别是高山茶区雾日较多，山头常有云雾缭绕，对茶树十分有利。 

以土壤而言，新昌茶区土壤大多属残积和坡积的黄泥砂土与香灰土为重，一

是土质疏松，团粒结构，土层深厚。二是土壤表层有机质丰富，肥力足，且由于

地表水的作用，使土壤黄化，呈酸性反应，更宜种茶。 

正是由于这种先天条件，新昌山上有天幕覆盖，下有精气沃养，因而古时新

昌又称为"沃洲"，其茶芬芳，具备了名茶开发的先天条件。 

2.2.2 大佛龙井茶的供需状况 

（1）新昌名茶产业的发展带动茶机、保鲜剂、包装、商贸服务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配套服务厂家达 200 多家，诚茂实业、中国茶市相继成为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产业链总产值已超 16 亿元，从业人员 18 万人，占新昌县人口的 42%。 

新昌创名牌、拓市场、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发展模式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肯定，

被誉为“新昌模式”。实施“绿+红”战略，“天姥红”与“大佛龙井”一起，成

为新昌茶叶红茶和绿茶的两大公用品牌。大佛红茶系列的西山红、雪里红及青茶

类的大佛龙井正在生产研制中。 

 

图表 3 新昌名优茶年产量及产值变动 

数据来源：新昌县名茶协会 

（2）为了适应新昌茶叶产品结构调整及品牌建设需要建设的中国茶市已成

为全国 大的龙井茶（绿茶）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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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市位于新昌县，是一个连接全国 30 多个省市的 50 多个重点销区茶叶

市场。是全国首家开通茶叶交易电子商务平台的茶叶专业市场和中国茶叶价格指

数（绿茶）信息采集定点市场，并推出可追溯电子结算系统，卖家和买家实行实

名制，茶叶质量问题直接可追溯至茶农，这是新昌的茶叶向 高端经营转变。 

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根据季节的不同采摘不同的茶叶，譬如春茶主要用来做

龙井，夏秋茶则做成红茶等，通过不同的采摘制作工艺，提升茶叶的经济价值；

为了拉长产业链，中国茶市不仅是龙井茶的交易中心，也是多茶类交易的集散中

心，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茶中国茶市都有卖。2015 年中国茶市交易额 45.53 亿元，

交易量为 16106.83 吨。 

 

图表 4 新昌春茶、夏茶及秋茶产量比例 

数据来源：绍兴市统计年鉴 

2.2.3 大佛龙井茶的产量及产值情况 

2015 年大佛龙井茶叶总产量 4355 吨，产值 8.01 亿。2016 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发布于 2016 年 4 月在新昌隆重召开，大佛龙井以 31.77 亿

元的品牌价值高居第五位，仅次于安溪铁观音、信阳毛尖、普洱茶以及福鼎白茶。 

据新昌县名茶协会数据显示，新昌县 2015 年生产茶园面积 10.6 万亩，亩产

值 7557 元。大佛龙井茶等名优茶产量 4077 吨，产值 7.98 亿元，占全县茶叶产

量、产值的 93.62%和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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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佛龙井茶价格影响因素 

2010 年 4 月，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和县人民政府合作发布的国内首个绿茶

价格指数——新昌大佛龙井价格指数在中国茶市正式发布。对中国 大龙井茶交

易市场——中国茶市里茶叶经营户进行调查，分析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行情及未来

走势，包括不同级别的价格行情，用于展现大佛龙井茶的整体销售态势。指数的

发布，对茶叶价格形成机制和茶叶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分析影响大佛龙井茶价格因素，主要包括供求、气候、成本、品质、政策及

其他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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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茶叶市场而言，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将对价格形成

发挥 为重要的作用。 

新昌的茶园面积近几年都保持稳定，并未出现进一步扩大。产量也相对保持

稳定。价格的变化主要来自于需求的变化。 

 

图表 5 新昌茶园面积变动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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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气候因素 

春茶一早值千金,但是猴年年初寒潮的影响，春茶采摘时期推迟了五天左右，

还算正常。2016 年 3 月初，一些早茶已经步入采摘期，但是，春茶刚刚开始上

市十天左右就遭遇了罕见的寒潮冻害影响，使今年的早茶生产受到了较大的影

响，减产明显。三月十一日的寒潮降雪使刚刚抽出的茶芽严重受寒冻伤，尤其是

高山的大部分产茶区前期高档茶基本夭折。茶市交易在进入交易旺季一个星期左

右，就因“倒春寒”影响，茶农投售人数瞬间减少，市场上所交易的新茶三分之

二都是外地青叶炒制的，到中下旬才有少量本地新茶上市。据统计，中国茶市 3

月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35.72%，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33.66%，3 月价格指

数 719.57，比去年同期 697.2 上涨了 3.21%，另外，春茶的减少直接刺激了夏茶

的采摘力度。 

产量的变化直接使得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价格先抑后扬。三月初刚上市

春茶价格比往年低 10%左右，到中旬受寒潮影响，交易价格出现反弹现象，像特

级龙井茶仍要 2000 多元/公斤，高档新茶成为市场的抢手货。 

3.3 成本因素 

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大佛龙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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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比达 50%以上。 

大佛龙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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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不断提成。 

加工成本包括青叶运输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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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元/天·人，较过去有大幅度提高，

这也是大佛龙井茶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3.4 品质因素 

大佛龙井茶是按绿茶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其成品分为特级、一级、二级等，



       大佛龙井·品种说明手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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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昌县农业局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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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龙井茶总产量和产值均继续稳

步增长。 

3.5 政策因素 

影响大佛龙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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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几年来新昌县政府积极培育壮大大佛龙井茶龙头企业，并在政

策上、资金上、技术上大力扶持大佛龙井茶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有效地促进大

佛龙井的增产。 

3.6 其他因素 

此外，大佛龙井茶品牌附加值、宏观经济因素、物流因素、替代品竞争因素

其他诸如宏观经济等因素也会影响大佛龙井茶的价格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