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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山烧 

1.同山烧品种概况 

1.1品种简介 

1.1.1 产地概况 

同山镇，浙江诸暨西南一隅山镇，历史悠久，景色秀丽，人文荟萃。境内拥

有国家 AAAA级风景名胜区汤江岩、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边村祠堂、诸暨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成立地丽坞底村，有“浙江民间艺术之乡”之称，素有“南方精品水

果之乡”的美誉。此地世代相传着一门独特的酿酒工艺，村民依靠这门传承两千

多年的古老酿酒工艺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酿造着一种独特白酒，名曰“同山

烧”。 

1.1.2 同山烧概况 

同山烧是一种清香型白酒，因产地在浙江省诸暨市同山镇而得名。同山烧又

称“秣秫烧”，是以诸暨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为原料，取同山镇上汲龙水酿制而

成，因地处盆地，常年恒温窖藏，因此酒质清澄，口感甘洌，堪称南派清香典范。 

 

图 1 同山烧酒 

同山烧的酿造工艺传说源于酒祖杜康，数千年来，经过当地百姓的不断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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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南产北酒”。其中同山镇的西源村又是同山镇中出

产优质同山烧的代表，西源村地处同山镇下庄，位于盆地腹地，临山傍水，地貌

特征犹似茅台镇。白酒的品质离不开产地，产地离不开温度水源，西源村位于北

纬 29.6°，恰位于全世界公认的名酒带上；其自身又因丘陵地形中独特的盆地

气候，使得酿酒所需的有利微生物种群集结在西源湖上空；精选的高脚拐糯高粱

更是好酒的原料保障；加上当地人世代相传的古法酿造技术，天时地利人和，一

坛好酒由此而成。 

同山烧具两大特色，第一在于其古法酿造技艺——纯高粱固态手工酿造，该

传统酿造技艺于 2009 年被评为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特色在于其

色泽，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同山烧具两种颜色，一类是蒸馏白酒常见的白酒色，

无色、清亮、透明，符合国标清香型白酒外观标准；另一类独具传统农家特色的

着色工艺，即用高粱秆和高粱壳进行浸泡润色，形成红玉之色，与马剑茶、山下

湖珍珠、枫桥香榧一起堪称“诸暨四美”。 

1.2加工工艺 

同山烧是浙江省诸暨市同山镇世代相传的“纯高粱固态手工蒸馏酒”，属高

度数清香型白酒，清香纯正，风味柔和谐调，绵甜爽净，余味悠长。其传统加工

工艺主要为高粱选料——浸泡——蒸制——自然发酵——上炉蒸馏——润色。 

  

图 2 同山烧加工工艺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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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高粱浸泡和蒸制 

精选优质本地糯性红高粱，颗粒饱满糯性高。需要浸泡十小时以上，让晒干

的高粱颗粒充分浸透水分，让后续蒸煮更充分，不至于“硬心”。浸泡工序涉及

到高粱跟水源，所以显得尤为重要，是酿酒最关键的元素之一。 

以纯手工方式把浸洗好的同山优质高粱放在小锅里慢火蒸煮，直煮至熟透起

胶，此道工序拿捏需谨慎，不能煮焦，否则势必影响酒的口感。 

1.2.2自然发酵 

蒸制好的高粱，出锅摊晾，待到一定时刻再拌上酒曲装入发酵池历经为期四

五十天恒温发酵，其酒曲多为自制，除了正常的曲原料外，有些农户亦加进了一

些营养物料，如党参、当归、还有同山另一特产蜂花粉等。 

1.2.3上炉蒸馏 

这个环节是真正出酒的过程。蒸酒工具叫“甑”，它分两部分，下面木制部

分放高粱，上面为高长的“盖”，以锡制成，内置一个圆圆的“和尚头”。蒸酒时，

下面桶内的酒汽，会慢慢蒸馏至上部，在外部冷却之后，酒汽凝化，顺着桶壁一

圈“沟槽”里，再从这里慢慢流到外接口，于是烧酒制成。 

1.2.4润色 

烧出热乎乎的成酒之后，一般农户会将高粱叶壳用纱布包起来，放入酒坛，

酒液发红，其色通透，恰如红玉入尊，因此也享有“酒中君子”之称。 

1.3同山烧的风味形成 

同山烧清香纯正，酒体柔和谐调，绵甜爽净，余味悠长。同山烧的风味形成： 

第一，源自同山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水质、土质、气候、空气以及生物多样

性五大因素。同山烧属于蒸馏酒的范畴，固态发酵、固态酿造、固态蒸馏，是高

度依赖环境特色性与资源性的特色食品；第二，源于高粱品种，同山镇特有的高

脚拐糯高粱；第三，源于同山烧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制曲技艺，这是在全国小曲酒

当中保留不多的较有特色和风格特点的一种小曲，另外还有传承下来不断继承又

不断加以创新的酿酒技艺和工艺；第四，源于同山烧酿造制作之后坚守的一种储

存工艺，这一点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般来说，小曲蒸馏酒就是及酿及卖，但

是在同山镇具代表性的企业当中，不仅要卖还要藏，他们把生产出来的小曲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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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半成品，让其在储存过程中进一步凝练，形成储存过程中独特的风味特

色。 

2.同山烧产业概况 

2.1中国白酒行业简介 

白酒是中国传统食品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产品之一，在世界蒸馏酒中独树一

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白酒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并成为国家的重要

财政来源。但近几年来，由于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消费者消费意识的变化，

白酒工业技术进步，中国白酒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白酒是指以高粱等谷物为主要原料，加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

蒸馏、陈酿勾兑而制成的蒸馏酒，是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产品。中国白酒

与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金酒并列为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由于中

国白酒所用的制曲和制酒的原料微生物体系以及各种制曲工艺、平行或单行复式

发酵等多种发酵形式和蒸馏、勾调等操作复杂性，形成了中国白酒个性多样，呈

百花争妍的态势。 

中国白酒有很多分类方法，可以按工艺分或按香型分，消费者较熟悉的是按

照香型分类。白酒较为著名的香型有 11种，分别是： 

浓香型白酒，以四川泸州老窖特曲和五粮液酒为代表，其风格特征是窖香浓

郁、绵甜醇厚、香味谐调、尾净爽口。 

酱香型白酒，以贵州茅台酒及四川郎酒为代表，高梁为原料，高温大曲、石

壁泥底窖发酵、清蒸回沙工艺，一次循环长达 10 个月，陈酿期 3 年以上。其

风格特征是酱香突出、幽雅细腻、酒体醇厚、后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清香型白酒，以山西汾酒为代表，主要特征是清香纯正、醇甜柔和、自然协

调，后味爽净。 

米香型白酒，以广西桂林三花酒和湖南全州湘山酒为代表，其特征是米香纯

正清雅，入口绵甜爽净、回味怡畅。 

凤香型白酒，以陕西西凤洒为代表，具有清、浓等多类香味，均不露头，五

味俱全、协调。 

兼香型白酒，以白云边酒、玉泉酒为代表，浓、酱香兼有之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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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香型白酒，以江西四特酒为代表，三香(浓、清、酱香)兼有，香味幽雅舒

畅，分层协调。 

药香型白酒，以董酒为代表，香味幽雅，药香协调舒畅。 

芝麻香型白酒，以山东景芝特曲白干为代表，轻微酱香和酱香，伴有焦香、

炒芝麻的幽香。 

豉香型白酒，以玉冰烧为代表，玉洁冰清、豉香独特、醇厚中润、余味爽净。

此酒是小曲酒加肥猪油浸泡而成； 

老白干香型白酒，以河北的衡水老白干酒为代表，其酒色清澈透明，醇香清

雅，丰满柔顺，回味悠长。 

2.2同山烧行业简介 

同山烧，作为一种清香型白酒，又是浙江省诸暨市同山镇世代相传的“纯高

粱固态手工蒸馏酒”，传承着历史悠久的浙江白酒文化，近年来，随着受到当地

政府的政策扶持，同山烧在省内赢得了较高知名度，并逐步走向全国。 

2.2.1产业链概况 

同山烧产业链从上游往下游依次可以分为高粱原料种植户、同山烧酿造厂家

（合作社或农户）、成品酒生产企业、成品酒经销商、同山烧消费者等几大主体。

整个产业链目前已形成“企业、农户、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农业超市”等产

业链发展模式。在这个产业链结构中，议价能力逐步提升，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

成品酒生产企业议价能力最强。 

 

图 3 同山烧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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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种植户生产的高粱原料主要供给当地的同山烧加工企业或者农户自制

同山烧使用。由于同山烧产能的增加，对高粱原料的需求量增大。同山烧加工企

业收购农户的高粱原料，利用规模化的加工技术，进行同山烧的酿制并加工成品

酒，最终向成品酒市场进行供货。 

2.2.2生产概况 

2.2.2.1高粱种植概况 

同山烧所需的高粱原料是同山镇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同山镇种植的高脚拐糯高粱约 5000亩。随着同山烧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市场需

求量的逐渐增大，带动了同山农民规模化种植高粱，并成立专门的高粱种植合作

社。另外，为鼓励农户种植高粱，同山镇还推出了鼓励政策，对于连片种植 30

亩至 50亩糯高粱的农户，奖励每亩 300元；连片种植 50亩至 100亩，奖励每亩

400元；连片种植 100亩以上，奖励每亩 800元。 

2.2.2.2同山烧产量概况 

同山镇高粱一般在 7月份左右收割，而同山烧酿制，高粱原料需要蒸制发酵

2个月左右。所以，同山烧一般于 9月份开始酿制。目前，同山烧主要生产于浙

江省诸暨市同山镇，年产同山烧 3000余吨。 

2.2.3贸易概况 

同山烧作为诸暨市同山镇的特色清香型白酒，同山烧口感甘洌，不仅本地人

喜欢喝，逢年过节宴请贵宾客人时也以此酒相待。然而，即便是大酒店里，多数

同山烧也是散装的，论斤论两出售。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诸暨同山烧产业发展

已初具规模，但“低、小、散”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目前，同山烧主要销售地区为诸暨本地和江浙沪地区。其中，在全镇每年非

酒厂生产的 600吨同山烧中，用于家庭自用的约 250吨（全镇在册 2.2万人口、

按人均年消耗量 12公斤计算），其余至少 350吨散户自产的同山烧则通过各种渠

道进入流通领域，在小饭店、小餐馆以塑料壶装的形式出售。另外，约有 2400

吨同山烧为酒厂生产的，主要以品牌化包装进行推广销售，主销地区为江浙沪和

北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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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消费概况 

浙江白酒产业主要集中于诸暨同山，一直以来，同山烧虽然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但受绍兴黄酒影响力的冲击及同山烧白酒发展的局限，早前同山烧的

消费群体主要为诸暨当地农户自产自销。但随着近几年同山政府和当地同山烧企

业的不断努力，目前同山烧已有一定规模，并凭借其独有的品质，逐渐扩大消费

市场。 

国家三公及反腐政策，使得中国高档白酒产业陷入冬天，但同山烧凭借其中

高端品质，大众的消费价格及幽美清香的口感，获得了更大的市场认可和需求。 

3.同山烧价格影响因素 

3.1供求关系 

同山烧所需的高粱原料是同山镇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随着同山烧的知名度

扩大，市场需求量逐渐增大，同山镇政府也相应推出了鼓励政策，带动了同山农

民规模化种植高粱。同山烧的消费市场主要为诸暨当地和江浙沪地区。由于早前

没有品牌和营销的推广，使得同山烧藏匿于深山中，无人知其贵。近几年受到同

山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当地同山烧企业品牌推广，目前同山烧在省内已赢得了较高

知名度，并逐步走向全国市场。 

3.2 成本因素 

同山烧的生产成本构成主要为高粱等原料成本、加工燃料成本、人工成本和

税收等。 

（1）高粱等原料成本 

同山烧的酿造是以当地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和当地上汲龙水为原料酿制而

成。独特的原料要求，铸就了特有的同山烧品质。高粱的价格变动直接影响同山

烧的生产成本，近几年来，同山烧产量的不断上涨，对高粱原料需求逐渐增大，

促使高粱原料价格的上涨。 

（2）加工燃料成本 

同山烧，属于清香型白酒，是蒸馏酒。在保持同山烧特有的香气，需要高温

蒸馏，这就需要一定量的燃料来实现。传统的同山烧小作坊酿制，使用的是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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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燃料，随着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限制树木采伐及同山烧酒企规模化

酿制需要新的燃料资源。规模化酒企以煤炭和天然气作为主要燃料，同时发酵采

取地热恒温措施等，对电、燃料等消耗量较大。 

（3）人工成本 

同山烧的酿造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工人，从高粱的浸泡，到蒸制、发酵、馏

酒整个生产过程中工人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同时随着市场用工需求扩大，人工

成本不断攀升，相应地增加了同山烧酒的生产成本。 

（4）税收 

目前白酒的税收是从两方面征收，从量税和从价税。从量税是指每销售一斤

白酒需征收五角的消费税；从价税是指征收 17%的增值税和 25%的消费税。再扣

除掉购买原料部分相应抵扣后，总体税率大约在 40%左右。 

3.3政策因素 

由于国家对于白酒行业的管理一直高度重视，因此对白酒行业制定的一些政

策性法规比较多，所以白酒价格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度也较大。 

（1）财税政策  

白酒一直是高税率产品，其消费税和增值税综合税率在 40%左右，仅次于烟

草行业，在食品行业中位居第 2位。税率变化直接影响同山烧价格波动。  

（2）产业关联度高 

白酒产业的上下游产业涉及粮食种植业、印刷业、制瓶业、陶瓷业、纸箱业、

机械行业、设计、科研、教育和广告等行业。白酒业的发展有利于以大带小、以

工促农等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产品

中的高粱等都是白酒工业重要的原料，而白酒生产的副产品又成为田间肥料和牲

畜饲料的直接来源，因此白酒的发展，有力的支援了农业的发展。  

（3）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大 

从历史发展来看，白酒行业起落历来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从公务消费环节

来看，三公消费对高端白酒的需求影响大，对价格冲击影响较大；而对中低端白

酒的价格影响较小。由于白酒市场高端总需求量在白酒总产量中的比例不到

10%，因此从 2013年开始的禁酒令对白酒产量的冲击在可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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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山烧品质与检验 

4.1行业现行标准 

我国同山烧行业现行标准如下表： 

表 1  同山烧行业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GB/T 10781.2 清香型白酒 

GB 2757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网 

4.2行业质量要求 

同山烧，是浙江省诸暨市同山镇世代相传的“纯高粱固态手工蒸馏酒”，属

于清香型白酒高度酒。国家标准 GB/T 10781.2 《清香型白酒》对属于该类酒制

定了从感官要求、理化要求和卫生要求等标准规范，具体如下。 

4.2.1感官指标 

表 2  高度酒感官要求 

项  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

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a 

香气 
清香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优

雅、谐调的复合香气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

复合香气 

口味 酒体柔和谐调，绵甜爽净，余味悠长 酒体较柔和谐调，绵甜爽净，有余味 

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的风格 具有本品明显的风格 

a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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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理化指标 

表 3  理化指标 

项  目 优级 一级 

酒精度/（%vol） 41-68 

总酸（以乙酸计）/（g/L）    ≥ 0.40 0.30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 1.00 0.60 

乙酸乙酯/（g/L） 0.60-2.60 0.30-2.60 

固形物/（g/L）              ≤ 0.40a 

a 酒精度 41%vol-49%vol的酒，固形物可小于或等于 0.50g/L 

4.2.3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按国家标准 GB2757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