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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 

 

茶树是山茶科山茶属的常绿树，原产地是中国南部的云南省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

缅甸以及印度东部的一带的热带地区。茶树传入日本的时期传说是公元 805 年从中国唐朝回

国的最澄和尚将茶树种子带回栽种在比叡山山麓的坂本，以后普及到了各地。但亦有文献说在

奈良时代（8 世纪）就已经有了茶树的栽培。 

茶树的叶片含有咖啡因，儿茶素，氨基酸，维生素 C 等物质，加工后的茶与咖啡，可可并

称为世界 3 大嗜好饮料，普及到世界各地。因此，茶树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世界各国的热

带，亚热带，温带地区得到广泛的栽培。 

现在栽培的茶树可分为小叶种和大叶种 2 大类。小叶种茶树的树干矮分枝多，多为灌木或

小乔木，叶片较小，完全展开后的叶长也只有 5cm 左右。耐寒性强，适合栽培在中国中部和

日本等温带地区。在伊朗，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冬季较寒冷的地区也有栽培。小叶种茶树的叶

片中儿茶素含量低，酶的活性弱，不易发酵氧化，所以多用于制作非发酵茶的绿茶和半发酵茶

的乌龙茶。大叶种茶树是单主干的高大乔木，主干可高达 6～18m，叶片大，完全展开的叶长

可达到 15～25cm。不耐寒，0℃以下就会冻死，主要栽培在印度阿萨姆邦，斯里兰卡，印度

尼西亚，肯尼亚等热带地区，中国的云南和海南岛也是主要种植大叶种茶树。大叶种茶树的叶

片中儿茶素含量高，酶活性强，容易发酵，适合用于制作红茶和普洱茶等发酵茶。 

茶树生长需要温暖的气候，充分的日照和丰富的降雨。日本主要栽培地区是静冈县，鹿儿岛

县，三重县和宫崎县，但除了寒冷的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北部不适宜栽培茶树之外，其他的县市

亦有少量栽培作为当地的土特产。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日本的茶树栽培

面积 4.06 万公顷，主要产区的开采茶园面积 3.24 万公顷，生茶叶收获量 35.74 万吨，粗茶产

量 7.65 万吨。 

茶树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全球的热带和温带地区得到广泛的栽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2019 年的统计数据，全球的茶树栽培面积达到 508 万公顷，产量 650 万吨，栽培面

积超过 10 万公顷的有中国，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特别是中国的茶

树栽培面积 317 万公顷，生产量 277.7 万吨，为全球第一。 

本编仅对小叶种茶树的栽培知识和施肥管理进行解说。 

 

1. 茶树的年间生长阶段和主要农作业 

茶树是热带，亚热带原产的植物，其生育需要温暖多雨的环境。日本能够栽培小叶种茶树的

最低气候条件是，最低气温在 15℃以上的连续日数需要超过 80 天，平均气温 5℃以上的日数

至少 210 天以上，最低气温不能低于－5～－6℃，年总降雨量超过 1,300～1,400mm，生育

期间的 4～9 月降雨量在 1,000mm 以上。除了寒冷的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北部之外，其他地区

都有可能进行栽培。 

茶树是植物，可以开花结果得到种子。但茶树开花后的结果率不高，授粉也主要是异花授粉，

自花授粉仅有 3～10%，容易因异株授粉而产生杂种，导致遗传基因发生变化。为了维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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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和品质，茶树的繁殖不是采用种子的有性繁殖，而是采用枝条进行插枝的无性繁殖方式。

插枝时期因地区和品种而有所不同，通常在 6 月进行插枝繁殖的称之为「夏插」，在 9～10 月

进行插枝繁殖的称之为「秋插」。两种插枝法的具体操作方法完全相同，从茶树上剪下生长状

态良好的枝条，将其剪成长度 15～20cm 的种枝，经植物激素处理后插入预先准备好的苗床

内，使其发根成活。大概在插枝后经过 1 年半～2 年的育苗，成长为苗木后再定植到茶园里。 

  茶树的生长相当缓慢，定植到茶园后需要经过 3～4 年的栽培才到能够开始摘采茶叶。图 1

是茶树苗木定植后到能够摘采茶叶为止的茶园年间管理作业示意图。 

 

图 1. 茶树从定植后到能够摘采茶叶为止的年间管理作业示意图 

 

茶树苗木的定植通常在冬春休眠期进行。日本一般多是在 3 月～4 月上旬进行定植。为了方

便管理，茶树全部采用起垄栽培。为了适应机械化摘采，一般将垄宽设定为 1.8m，一垄植 2

行，1000m2（1.5 亩）茶园大概定植 2,200～2,500 株苗木。将苗木从苗床中掘出时尽量不要

伤害到根系，掘出后尽快定植到茶园里。 

定植后，每年都需要进行剪枝成型，施肥，中耕，除草，防风，灌溉等管理工作。特别是茶

园在茶树尚未长大封垄之前，最容易滋生杂草，需要采取中耕除草，垄间覆盖稻秆等方法来抑

制杂草生长。 

防风主要采用在茶园周围种植高大的树木作为防风林，或者用金属棒和化纤网构成防风网

等来防止寒风对茶树造成伤害。 

定植后的第 2 年起需要进行剪枝来抑制主干的徒长，促进侧枝的发育，形成适合机械化摘

采的树型，扩大茶树的摘采面。第 1 年定植后在株高 15～20cm 处剪去上部枝条，第 2 年的

2 月～3 月上旬在株高 25～30cm，第 3 年的 2 月～3 月上旬在株高 35～40cm 处进行剪定，

除去上部枝条和细弱的枝条。经过 3 年的栽培后，生长良好的茶园可在第 4 年的 2 月～3 月

上旬按照机械化摘采的标准高度进行剪定，开始准备进行春茶的收获，生长不良的茶园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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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栽培 1 年，在株高 40～45cm 处进行剪枝处理，让侧枝充分向水平方向展开，第 5 年才开

始摘采。 

土壤管理则是在初春苗木尚未发出新根前进行垄间的深耕，施用堆肥等有机物质进行土壤

改良，改善土壤的透水性，通气性和保水性。 

茶园的施肥管理留在后面详细解说。 

开采后的茶园的年间栽培阶段可分为萌芽期，初茶摘采期，二番茶摘采期，三番茶摘采期，

秋冬番茶摘采期，冬季休眠期。但是，著名的玉露茶通常一年只摘采 1 次茶叶，部分气温低的

地区也只在春夏季摘采 2 次茶叶，摘采茶叶的次数并没有实行标准化，而是根据茶的种类和

茶园所在地区的气候各自决定。另外，虽然定植后第 4 年起就可以摘采茶叶，但为了形成良好

的树型，维持树势，保证能够萌发足够的芽数和叶片的质量，开采后的最初 1～3 年不能摘采

过度，以免影响茶树的正常生长。大概在定植 5～8 年后进入盛产期。图 2 是已经开采的茶园

的年间栽培阶段和主要农作业示意图。 

 

图 2. 开采茶园的年间栽培阶段和主要农作业示意图 

 

春季气温上升后，茶树的腋芽开始萌发出新芽，当新芽展开了 3～5 片新叶，就是初茶的摘

采适期。手摘时摘下带芽的 3 片叶，机械摘采时摘下带芽的 4～5 片叶，这样的摘采对茶树的

影响和茶叶质量，数量能够达到最佳的平衡。初茶的摘采时期是温暖的九州地区在 4 月上旬～

5 月上旬，静冈县和三重县在 4 月中旬～5 月中旬，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在 5 月上旬～6

月上旬，需要根据茶园所在位置和当地气候条件进行调整。 

摘采完初茶后，再次萌发出的芽展开了 4～5 片新叶后就可以进行二番茶的摘采。大概在初

茶摘采后经过 45～50 天进行二番茶的摘采。其摘采时期是九州地区在 5 月下旬～6 月中旬，

静冈县和三重县在 6 月上旬～下旬，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在 6 月中旬～7 月上旬。 

二番茶的摘采后经过 35～40 天，新长出的新叶可以作为三番茶摘采。时期是九州地区在 7

月上旬～7 月下旬，静冈县和三重县在 7 月下旬～8 月上旬。因为夏季是茶树生长最旺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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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三番茶的摘采对茶树伤害很大，会严重抑制茶树的生长，对明年的初茶质量和数量带来不

良影响。为了维持树型和树势，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不会进行三番茶的摘采，静冈县和三

重县不进行摘采三番茶的茶园也有所增加。 

秋冬番茶是年内的最后 1 次收获，主要是收获茶树的部分老叶。九州地区和静冈县，三重县

在 10 月份，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在 9 月下旬～10 月上旬进行摘采。因为秋冬番茶是老

叶，含有多量的儿茶素，涩味重，质量低，价格便宜，不受欢迎，所以相当多的茶园不进行秋

冬番茶的收获。 

温暖的九州地区多采用年摘采 4 次茶叶（初茶，二番茶，三番茶，秋冬番茶）的收获方式。

特别是鹿儿岛县南部的南萨地区甚至还有进行 5 次收获的茶园。本州地区通常只收获初茶和

二番茶，部分地区加上秋冬番茶共 2～3 次茶叶。专门用于摘采玉露茶的茶园为了维持树势和

保证茶叶的质量和摘采量，每年只摘采 1 次初茶，部分茶园有可能再摘采一些二番茶。 

进入晚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日照时间的缩短，茶树在 11～12 月进入休眠期。在休眠觉

醒前的 2～3 月，进行剪定作业，比去年的剪枝位置高出 5～6cm 进行剪枝，同时剪去有病虫

害枝条和衰弱枝条。还需要进行垄间深耕和春肥的施肥作业。 

日本的开采茶园的栽培方式有 2 种。一种是露地栽培，另一种是覆盖栽培。 

露地栽培方式是从茶树萌芽起到摘采茶叶为止不对茶树进行任何遮盖，让茶树能够充分接

受到太阳光的照射进行光合作用，在叶片中合成和积累多量儿茶素（涩味成分），加上含有适

量的茶氨酸（甘味成分），成为具有适中的涩味和爽快口味的茶叶。露地栽培的茶叶适合用于

生产煎茶和焙茶，番茶等味道浓厚的茶叶。 

覆盖栽培方式是从茶树萌芽起到摘采茶叶为止的期间里，在一定期间内将茶树覆盖，遮挡住

阳光的照射，限制叶片的光合作用。覆盖栽培的新叶外观软弱偏黄绿色，叶片中的儿茶素合成

和积累量很少，但积累了大量的茶氨酸，成为涩味很少，主要是甘味和鲜味的茶叶，用于生产

高级茶。特别是玉露茶需要从萌芽时起就将茶园完全用大棚覆盖，不让茶树见光，经过约 3 个

星期的覆盖后在大棚内进行手工摘采，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玉露茶和抹茶。萌芽后在摘采前用

黑色的寒冷纱直接覆盖在茶叶上经过 7～10 天后进行摘采的茶叶，含有适中的茶氨酸和儿茶

素，用于生产蒙茶（かぶせ茶）。 

 栽培方式以及收获时期不同，茶叶中的成分含量有较大的差异，需要根据茶的种类来选择栽

培方式和决定摘采次数。 

 

2. 茶树的养分吸收量 

茶树在每年的生育期间内所吸收的养分量可以从收获物和残留枝叶的重量和所含的养分量

进行推算。根据日本的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发表的「我国农作物的养分收支」中的数据，1000m2

（1.5 亩）茶园的年间茶叶平均摘采量（干物重量）为 398kg，其中所含的养分量是氮 23.70kg，

磷（P2O5换算）9.54kg，钾（K2O 换算）14.48kg，茶叶以外因剪枝除去的地上部枝叶干物重

2058kg，其养分含量是氮 28.75kg，磷（P2O5换算）4.5kg，钾（K2O 换算）12.3kg。即 1000m2

茶园每年需要从土壤里吸收 52.45kg 的氮，15.04kg 的磷，26.78kg 的钾。 



「肥料施用学」                   BSI生物科学研究所 

5 

 

茶树是木本植物，根系分布深广，养分吸收能力强，能耐瘠薄的土壤，不施肥也能够维持正

常的生长。但是，养分不足会导致新芽发生少，新叶少展开慢。加上每年数次摘采茶叶和剪枝

修整，需要摘取和剪除大量的枝叶，对茶树的伤害很大。因此，为了维持茶树的树势，延长盛

产期，收获更多更好的新芽和新叶，需要按照茶树的年间养分需求数量施足肥料。 

需要施足肥料，特别是氮肥的另一个理由是茶氨酸是茶叶中的甘味和鲜味的主要成分，茶氨

酸含量越高，茶叶的评价就越好。茶氨酸被认为是茶树对过剩吸收了的氮养分在树体内的一种

储藏形态。有实验数据表明在多量施用肥料的茶园，特别是多量施用氮肥的茶园摘采的茶叶中

所含的茶氨酸含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但是，氮肥的过剩施用容易引起土壤酸性化，出现根系发育受阻，根量少，养分吸收能力下

降等问题。过剩施用肥料还会增加养分的流失，造成水质污染，特别是地下水污染。磷肥的过

剩施用会导致土壤中过剩积累磷养分，与铁，锌，铜等结合形成难溶性磷酸化合物，还容易因

拮抗作用等而抑制对其他元素的吸收，严重影响茶树的正常生育。所以，施肥不足和过剩都会

给茶树生长和茶叶的产量质量带来不良影响。 

  

3. 茶树栽培所需的施肥量和施肥管理 

在日本，1000m2（1.5 亩 ）盛产期茶园的标准施肥量是每年施用氮 50～60kg，磷 20kg，

钾 30～35kg。尚未开始摘采茶叶的新植茶园因为茶树小，不用摘采叶片，不需要像已经开采

的茶园那么多的施肥量。大概是定植第 1 年的茶园施用氮 15～20kg，磷 8～10kg，钾 10kg，

定植第 2 年的茶园施用氮 20～25kg，磷 10kg，钾 12～15kg，定植第 3 年的茶园施用氮 30～

35kg，磷 10～15kg，钾 15～20kg。以盛产期的茶园施肥量为 100%的话，定植第 1 年的施

肥量为 40%，第 2 年的施肥量为 50%，第 3 年的施肥量为 70%，第 4 年的施肥量为 90%，第

5 年起按照 100%的施肥量。 

为了方便管理和摘采茶叶，茶树需要起垄栽培。通常是垄宽 1.8m，一垄植 2 行，1000m2

（1.5 亩）茶园大概定植 2,200～2,500 株苗木。新植茶园在定植 1～2 个月前先开挖出植沟，

将含有氮 5～8kg，磷 8～10kg，钾 5～7kg 的堆肥和有机肥作为基肥施入沟内，与土壤混合

后再在植沟上起垄定植苗木。定植后为了保持土壤水分，促进苗木成活，抑制杂草生长，最好

用稻秆等敷设在苗木周围，覆盖垄面。 

定植后 1～2 个月，待苗木成活后施用含氮 2kg 的氮肥作为春肥，用于促进新芽和新叶的生

长。6～7 月施用含氮和钾各 2～3kg 的肥料作为夏肥，9～10 月施用含氮和钾各 4kg 的肥料

作为秋肥。施肥位置是撒在距离茶树主干约 20cm 处的垄上，施肥后进行浅耕除草，将肥料覆

盖掩埋。 

定植后的第 2 年以后，每年进行 4 次施肥。3 月萌芽前施用春肥，4～5 月施用催芽肥，6～

7 月施用夏肥，9 月施用秋肥。在多雨的山间部，为了减少肥料的流失，可采取增加施肥次数，

减少每次的施肥量的方法，或者用稻秆或割下的杂草铺设在茶园土壤上来减轻水土流失。定植

后第 2 年的施肥位置仍是采用撒在距离茶树主干约 20～30cm 处的垄上。第 3 年以后因为茶

树根系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垄内，施肥采用全面表层施肥方式，将肥料撒在垄内和垄间。施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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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耕培土，将肥料掩埋。 

开采后的茶园大概是每年进行 4～5 次施肥。萌芽前的 2～3 月施用氮磷钾各 10～15kg 作

为春肥，施在垄间，施后进行中耕将肥料掩埋。3 月下旬～4 月上旬发芽后施用氮 10kg 作为

催芽肥，直接撒在垄内促进新芽和新叶的成长。摘采了初茶后施用氮肥 10～15kg 作为夏肥，

直接撒在垄内促进二番茶的新芽萌发和新叶的成长。若是需要摘采三番茶时，在摘采了二番茶

后施用氮和钾各 10kg 作为追肥，直接撒在垄内促进三番茶的新芽萌发和新叶的成长。若不摘

采三番茶则不需要进行这次追肥。8 月下旬～9 月中旬施用氮 15～20kg，磷 10kg，钾 10～

15kg 作为秋肥，撒在垄间后进行中耕将肥料掩埋。秋冬番茶摘采后不需要施肥。 

茶树喜好微酸性～弱酸性的土壤，能够耐 pH4.5 的强酸性土壤。适合茶树生长的土壤 pH

范围是 4.5～6.0。pH3.5 以下的强酸性土壤和超过了 pH7 的碱性土壤会阻碍茶树的生长。新

植茶园若土壤 pH 低于 4.5，需要施用苦土石灰等石灰质肥料将土壤 pH 调整到 6.0 左右。石

灰质肥料采用全面全层施肥方式。在翻耕前就将石灰质肥料全面散布到耕地上，通过耕耘将其

混入耕作土层后才开挖植沟和起垄定植。已经开采的茶园若土壤 pH 低下到 4.5 时，亦需要进

行调整。调整土壤 pH 的方法有 2 种，一种是在春季茶树发芽前将石灰质肥料撒在垄间后进行

翻耕，将石灰质肥料与土壤混合。另一种是将颗粒状的牡蛎壳粉或苦土石灰直接撒在垄内，让

其缓慢地调节土壤 pH。 

 

4. 施肥管理上的注意事项 

 茶树栽培上的施肥管理注意事项如下。 

① 氮肥最好使用硫酸铵。 硫酸铵或以硫酸铵为原料的复合肥具有增加茶叶中氨基酸，特别是

茶氨酸含量的效果，可增强茶叶的甘味和鲜味。硫还有增加茶叶中二甲基硫醚等含硫化合物

的效果，使茶叶香味更为浓厚。 

② 积极使用缓释性肥料。 茶树的年间生育时间长，肥料，特别是氮肥的施用量很多，容易造

成流失。使用缓释性肥料，特别是硫磺包膜尿素可抑制肥料养分的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

增加茶叶中的茶氨酸和含硫化合物的含量，提高茶叶品质。但是树脂包膜尿素需要有大量的

水分的存在才能溶出，不合适用于茶园。 

③ 催芽肥和夏肥施在垄内，春肥和秋肥施在垄间。 茶树的根系主要分布在树冠下的土壤里，

垄内施肥容易被茶树吸收利用，所以只使用氮肥的催芽肥和夏肥最好直接撒在垄内。但是春

肥和秋肥是配合中耕进行的，要求施用在垄间，经中耕后翻入土壤内与土壤混合。 

④ 避免过剩施用氮肥。 增施氮肥有增加新芽萌发和促进新叶展开的效果，还可以增加茶叶中

的茶氨酸和含硫化合物的含量，提高茶叶品质。但是氮肥的过剩施用会引起土壤酸性化，

减少根量，降低根的吸收活性，还会因养分流失导致水质污染。所以不能无限制地增加氮

肥的施用量。通常，已经开采的茶园每 1000m2每年施用 50～55kg 的氮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