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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中国茶叶博物馆于 1991 年 4 月正式对外开放，是我国唯一

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以茶文物收藏系统专业、

茶文化展览生动科学、茶文化研究教育独具特色、茶事活动最丰

富最具延续性为优势的专题博物馆。由于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

事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2007 年，中国茶叶博物馆被国人事部

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中茶

博品牌具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由于中国茶叶博物馆主馆区（双

峰馆区）功能布局历经 20 多年发展已经趋近饱和，经市委市政

府决策，新增龙井馆区作为中国茶叶博物馆中长期发展的主要空

间，本规划即以龙井馆区（翁家山 268 号）为明确的规划发展重

点。

双峰馆区：占地 4.7 公顷，由陈列大楼、国际和平茶文化交

流馆、风味茶楼、茶艺游览区等建筑组成。其中陈列大楼内设序

厅、茶史厅、茶萃厅、茶事厅、茶具厅、茶俗厅、紫砂厅、品茗

厅及临时展厅一组，以“茶史钩沉”、“名茶荟萃”、“茶具艺术”、

“饮茶习俗”、“茶与人体健康”等专题组成基本陈列《中华茶文

化展》《紫砂茶具展》。

双峰馆区目前集文化展示、科普宣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茶艺培训、互动体验及品茗、餐饮、会务、休闲等服务功能于一

体，已成为中华茶文化展示交流中心。今后 5-6 年的发展重点在

于对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在完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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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馆区游步道及室外活动平台及嘉木苑（特色品种园）

的提升完善，将作为工程基建类提升完善项目力争分区块分目标

实现，此规划文本内不再另述。

龙井馆区：中国茶叶博物馆龙井馆区（翁家山 268 号），距

离双峰馆区（龙井路 88 号）直线距离 1.5 公里，是杭州市西湖

综保重点工程项目，2010 年启动，2015 年 5月 1日部分开放，

10 月 1 日全面开放。

龙井馆区规划由世界茶展示馆、中国茶业品牌馆、西湖龙井

茶展示馆、茶友会体验馆、茶书馆（旅游咨询服务处）、味象楼

等场馆组成，主要展示中国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中国茶业品牌的

发展史、西湖龙井茶文化及“从茶园到茶杯”的体验型茶文化，

辅以茶文化主题消费体验商业圈，以“体验经济”、“文创经济”

为核心，建设集文创、体验、休闲为一体的互动体验型旅游综合

体。

网络互动馆区：双峰馆区、龙井馆区是基本陈列及文化体验

功能的线下实体场馆。网络互动馆区依托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

茶叶博物馆茶友会双官网、双微博、双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介，

致力于让茶插上“文化”与“科技”的一对翅膀，跨越时间、空

间的限制，同时推广实践线上线下及资源整合商业运营模式，实

现跨界资源整合和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借助智能移动终端

设备等实现“线上线下”网络馆格局的建立，实现龙井馆、双峰

馆、网络馆三馆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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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

立足中国茶叶博物馆品牌，着力诠释“世界茶及茶文化发源

于中国，杭州是中国茶都”，力争成为茶文化主题体验型文旅融

合新亮点。

龙井馆区是茶博基本陈列及功能的延伸与拓展，通过展陈充

实、服务体验、山地休闲等与现有双峰馆区形成“动态静态”“遥

相呼应”的格局，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发展方向，实现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双赢。以公益性博物馆文化展示位主体，兼顾资源整

合和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借助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等实现

“线上线下”网络馆格局的建立，使得龙井馆、双峰馆、网络馆

三馆无缝对接、并驾齐驱。

龙井馆区顺应现代博物馆的发展潮流，突出体验性、参与性、

文化性、生态性，满足体验经济、休闲产业的时代要求，将博物

馆建设成以“文化经济”、“文创经济”为核心，生态环境优良、

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应用先进、功能布局合理的集展陈、文创、

体验、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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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定位

1.文化创意功能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在中国，早已不

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物质，更是中国人精神的图腾。秉承让观

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营销策略，以“茶都印象”为概念依托，

博物馆将会基于馆内馆藏与合理利用茶博品牌影响力，推出一系

列茶文化创意产品，而龙井馆区将是中国茶叶博物馆全面推广文

创产业的基地。

博物馆与企业合作涉足高规格的收藏茶具行列，将博物馆在

茶的器物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形成一定品

类的中、高级收藏系列茶具。同时推出一系列高品质的临时展览，

并可对外设计一些展览的策划运营方案。目前，博物馆主要立足

茶文化传播，以文化深度旅游与体验、创意创新文化活动项目为

基点，通过整合“博物馆+公司+农户+网络+媒体+高校”六方精

英，组建专业设计和营销团队，开发各类茶文化主题礼品，从而

实现文化创意产品的线上线下销售，开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最终目的是积极服务于茶友，实现博物馆从馆舍向大千世界发展

的探索。

2.服务体验功能

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随之提高，

物质生活已不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

重精神的满足，开始懂得享受生活。在体验经济时代，龙井馆区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5758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3098&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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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视体验者的个性化需求和感性化消费，将以服务为重心，

商品为素材，为体验者创造出一种值得回忆的服务营销模式，让

他们感受到利益以外的感官体验与自我实现。馆区将以茶体验的

核心主题，通过极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双峰馆区互补的茶文化

介绍、茶友会体验馆不断推出的培训课程、商业网点区块的体验

消费，再结合先进的商业运营模式，实现服务体验最大化。

3.休闲旅游功能

龙井馆区不是传统单一化的陈列式博物馆，而是一个以茶为

主题的小型旅游综合体式博物馆。游客能够享受在工作之余的慢

生活，呼吸山林间的新鲜空气，登高望远领略秀丽的山地茶园风

光、更能眺望到西湖美景。从山下的双峰馆区参观学习茶文化知

识到山上的龙井馆区体验茶文化乐趣，从识茶、品茶、学茶、玩

茶等各个方面了解茶，中国茶叶博物馆将会是国内最为综合的以

茶文化为核心的休闲旅游场所，是茶都杭州感受茶文化的好去处。

4.文化交流功能

弘扬中国优秀的茶文化是中国茶叶博物馆的责任使命，博物

馆会开展一些与世界各地优秀茶文化交流的活动，在茶友会体验

馆推出一系列精品培训课程，同时世界茶展厅展示宣传世界各民

族的饮茶习俗，国内一些茶业品牌也会入驻茶博的品牌馆展现茶

业企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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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布局

（一）总体布局原则

1.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原则

立足于与西湖风景名胜区整体发展相协调，根据现代化博物

馆的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对功能分区与总体布局进行统筹规划、

统一管理，按照功能区块的建设进度，做到一次规划，分阶段完

善，滚动开发，以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2.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亮点

由于地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地位位置特殊，既有优势也有弊

端。根据有关功能区的要求和特点，综合考虑各个地块的自然条

件、区位优势和原有基础等，因地制宜、趋利避害、严格保护、

永续利用，综合安排各功能区，形成区域组团、项目成团的结构，

并设计出合理的空间布局、交通与游览线路。突出服务体验、旅

游观光、文化交流等功能。

3.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筹兼顾原则

在博物馆原有的社会效益基础上，增强经济效益，做到整个

博物馆合理化运转，保证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

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功能分区与总体布局

综合考虑总体布局，并围绕规划建设总体目标，拟将龙井馆

区划分为 4 个功能区块，分别为公益展馆区、商业网点区、公共

配套区、观光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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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博物馆龙井馆区用地结构表

编号 序号 区块 面积（㎡） 平台面积（㎡） 备注

1 公益展馆区 1724.9

A2 1.1 茶书展厅 73

A7 1.2 世界茶展厅 755

A6A8 1.3 中国茶业品牌馆 156+24 24 为长廊

A14 1.4 西湖龙井茶展厅及机动展厅 168+34

A15 1.5 茶友会体验馆 345

A18 1.6 禅茶展示厅 133.6+36.3

2 商业网点区 1777.46 296

B5-B8 2.1 商铺 375． 48

B9 2.2 茶企 327.36 100

A4 2.3 茶饮 217 82

A9 2.4 设计 43

A10A11 2.5 茶器 207.35+69

A12A13 2.6 综合 114+63

B2 2.7 茶叶 361.75 66

3 公共配套区 1118.11 370

B3-1 3.1 行政办公用房 150

B3-2 3.2 茶餐厅、员工食堂 450 370

A5 3.3 监控室 42

A16 3.4 茶园配套用房（炒茶亭） 15.7

A17 3.5 星级公厕 100.8

B1 3.6 门楼 27.32

B4 下 3.7 管理房（维修班） 47.5

B10 3.8 公厕 23

B11 3.9 牛头管理房（茶叶冷库、茶机） 48.86

B12 3.10 望湖亭 6.8

B13 3.11 望江亭 22.1

B14 3.12 迟桂亭 18

B15 3.13 雾森管理房（清卫班） 65

B16 3.14 管理房（园林班） 101.03

4 观光体验区

4.1 茶园（体验与观赏） 13333

4.2 观赏园林 约 50000

5 其他

B4 5.1 市茶研会办公室 458.4 152.3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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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益展馆区

规划总面积 1724.9 平方米，将是双峰馆区陈列的延伸，主

要功能为展示、培训、体验、销售、接待。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茶

书展厅 A2、世界茶展厅 A7、中国茶业品牌馆 A6A8、西湖龙井茶

展厅及机动展厅 A14、茶友会体验馆 A15、禅茶展示厅 A18 等六

大区块。

(1)茶书展厅 A2

①总体布局

本展厅位于博物馆北侧入口处，建筑面积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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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茶书展厅位于博物馆入口东侧，将定位为“内蕴人文品味、

将茶与读书模式相结合”，并集引导、预告、销售为一体，为游

客提供导览器租赁、咨询服务及发放博物馆的相关资料。运营模

式类似双峰馆区嘉叶堂，但主要集纳并销售最优质的多语种茶书、

艺术书籍和权威资料，同时销售一些文创产品及 DIY 茶饮等（结

合馆区一些室外平台，可将喝茶与读书模式做一个很好的糅合与

推广）。（参照模板：台湾罐子茶书馆）

③主要内容概况

（1）茶文化及与艺术文化相关的书籍、音频碟片，其他合适

商品的展示和售卖。例如茶经等经典读本的再读本、国内国外多

语种的茶文化书籍、青瓷紫砂书籍、明信片、博物馆文创产品、

饮料等。



12

（2）设墙挂式联网电脑，播放宣传片、活动介绍及预告、进

行简单的信息查询。同时覆盖无线网络连接，方便及时关注茶博

的新媒体平台。展厅内的工作人员可提供引导咨询服务。

（3）在门口设立公告牌，介绍今日免费茶饮名称、特点等。

同时进行活动介绍与预告。在公告牌上印 APP 导览二维码提供电

子地图。还可以提供一些纸质版博物馆馆册、园区简易地图、茶

博经纬等资料。

（4）设免费奉茶台，让每个进园观众都能品尝到一小杯茶，

游客可以在茶书展厅对面的长廊品尝，但最好用自己的杯子。

（2）世界茶展厅 A7

①总体布局

本展厅位于博物馆东侧，建筑面积 755 ㎡。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展厅为纯公益性展览馆，从各个方面介绍世界产茶国的特

色茶文化，使世界茶文化汇聚于此，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世界民族

饮茶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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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主要内容概况

入口的右侧为一个小储藏室，可以临时存放一些展板、工具

等。

展示内容分三部分：芳荼远播、五洲茶话、世界茶业大事剪

影。每种茶都配有中英文介绍，并附上二维码，可连接至网络馆，

内容包括详细配图介绍及销售链接，方便游客学习与购买，同时

在展厅结语处可以放置自动售茶机一台，主要销售小茶包，让游

客有一泡茶的体验，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买好的茶包可以在馆

区内品饮，即买即饮。

(3) 中国茶业品牌馆 A8A6

①总体布局

本展厅位于博物馆东侧，建筑面积 237+24 ㎡，237 ㎡分为

两个空间，24 ㎡为长廊面积，将他们分为三块区域，紧挨世界

茶展厅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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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展厅为纯展览馆。中国产茶历史悠久，产茶区域辽阔。历

经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并发展了品质优异、制

作精良、裨益身心的各类名茶。时至今日，经济的发展、生产的

进步使茶叶种植、加工继续向纵深发展，茶业品牌建设也给茶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茶叶博物馆联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

研究院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设立中国茶业品牌展示厅。

本展馆是为了让参观者领略到茶业品牌的发展演变，介绍一

些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茶业品牌，了解到茶业品牌的现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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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茶叶品牌进行展示介绍，以主题周（月）

的形式来展现品牌价值，从而推动中国茶产业健康发展、助推中

国名茶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③主要内容概况

展示内容共分前厅、长廊、后厅 3 块空间，前厅展示茶叶品

牌发展演变及茶关联品牌成长，例如著名的茶馆茶庄茶号。设置

多媒体播放影像，游客可以坐下来观看。中间连接长廊展示公益

性涉茶国字号机构（特别展示区），且作为游客休息区域。后厅

展示 30 余个经评鉴入驻的品牌，以 logo 墙的形式展现，可增添

二维码。长廊及展馆外平台可开展入馆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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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湖龙井茶展厅及机动展厅 A14

①总体布局

本展厅位于博物馆中部，建筑面积 205 ㎡。共有三个小区块

连通而成。前两个区块为封闭式区块，最后一个区块为开放式区

域。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展厅为纯公益展览展厅，介绍西湖龙井茶并结合临时展览。



17

西湖龙井茶的历史、制作向来是国内外游客参观茶博时想要了解

的热点。中国茶叶博物馆地处“茶都”杭州且地处西湖龙井茶一

级产区，有必要也有责任做好介绍与宣传工作。同时可作为机动

展厅应对不同的临时展览需求。

③主要内容概况

展馆共三个空间，前两个空间可机动，展示西湖龙井茶的历

史文化、产业工艺等。可以设置多媒体播放宣传片，有临时展览

时可进行覆盖布展。第三个空间为开放式空间以“龙井四季”主

题展示，放置一些龙井茶的制作工具，也可现场表演炒制龙井茶，

可设置为常规展览。

（5）茶友会（博物馆之友）体验馆 A15

①总体布局

本展厅位于博物馆中部，建筑面积 355 ㎡，共二层，一层设

制陶活动室、大讲堂、评审室，二楼设品茶室、摄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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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区块是集展示、讲座、培训、雅集、品鉴、分享为一体的

多功能、综合性活动区块。类似于双峰馆区学茶中心的功能，但

功能更为丰富，是一个能看、能玩、能学的体验性场所。被培训

者可以在这里品茶叶、知茶叶、评茶叶、同时能与品牌馆结合做

专题性的评鉴与讲座。将是青少年体验的理想场所。

③主要内容概况

（1）茶为国饮，杭为茶都，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爱茶之人、懂茶

之人、玩茶之人。依托中国茶叶博物馆茶友会优秀的平台，寻访

全国各地茶友，在建筑内壁空间及长廊两侧集中展示近年来茶友

会在全国各地寻访回来的茶器、茶叶，及茶友会研发制作的器物

小品，同时也是对茶友会的一个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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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讲堂、品茶室以个性化的培训功能为主，可以与西湖龙

井茶展厅相结合做西湖龙井的长期性专题培训，门口空地的可布

置常规活动展示及主题活动展示，室内区域均可展示活动剪影、

茶友风采、留言墙等。同时设公告栏，介绍最新行业资讯，活动

预告等。

（3）制陶活动室为自主经营，也作为培训体验的一个个性化体

验项目。自古美食不如美器，体验者或游客可以在活动室里感受

到从淘泥到成瓷整套制作瓷器工艺的乐趣，同时也可以开展篆刻、

雕刻等项目。

（4）审评室主要针对茶类的感官审评，主要让体验者从“外形、

汤色、香气、滋味、叶底”五项因子更为直观的感受科学评茶的

方法，审评室按国家要求装修。

（5）摄影间是针对专业性拍摄需求所设立的空间，可以用来拍

摄茶席、茶具等专业照片与视频。

（6）禅茶展示厅 A18

①总体布局

本展厅位于博物馆东南部，建筑面积 141 ㎡，是一处室内室

外结合的组合空间，有亭子一座，水边木平台一组，室外小品一

处，最里面是二层的建筑，从外向内，营造禅意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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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区块由于地理位置特别优越，位置相对隐蔽且居高临下能

看清博物馆的建筑群。所以可以作为高规格配套设施完善的接待

场所。平时也可以作为一处高端的国际茶文化交流中心，例如日

韩两国茶文化交流。

③主要内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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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内部，一层为禅意展示，二层为品茗空间。装修的氛围

富有意境，同事装修的陈设可以从博物馆的礼品账或资料帐里挑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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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网点区

(1) 招商区块一：A4

①总体布局

龙井馆区正大门入口处，正对世界茶文化展厅进口，A4 建

筑面积 217 ㎡， 平台面积 82 ㎡。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招商区块定位为茶企展销、宣传服务窗口。本区块毗邻正

门入口，处于“建议导览路线”的起点，人流聚集。依托茶专题

博物馆资源及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本区块适用于知名茶企业展

示、茶产品销售，可将其业态打造成为企业及品牌的宣传窗口，

将茶叶、茶点、茶器、茶席、茶礼等丰富的茶文化产品系列融入，

展示茶生活方式，并可承接部分企业接待服务工作。同时，建议

适当引税。

(2) 招商区块二: B2

①总体布局

龙井馆区正大门入口附近，正对世界茶文化展厅进口 B2 建

筑面积 361.75 ㎡，平台面积 66 ㎡。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招商区块定位为茶企展销、宣传服务窗口。本区块毗邻正

门入口，处于“建议导览路线”的起点，人流聚集。依托茶专题

博物馆资源及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本区块适用于知名茶企业展

示、茶产品销售，可将其业态打造成为企业及品牌的宣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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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承接部分企业接待服务工作。同时，建议适当引税。

(3) 招商区块三：A10A11

①总体布局

位于中国茶业品牌馆正后方。两幢房子建筑面积 207.35 ㎡

+69 ㎡，无平台设计，作为一整体，打包招商。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招商区块定位为复合茶空间。本区块紧贴龙井馆区参观主

线，人流集中。业态设置建议与博物馆“世界茶文化展”及“体

验馆”主题相契合，将茶的传统品饮方式与现代时尚饮法结合，

增加互动体验、免费品饮等项目，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让游客能

够轻松感受茶的创新玩法。同时，建议适当引税。

(4) 招商区块四：A12A13

①总体布局

位于龙井茶展厅边上。两幢房子建筑面积 114 ㎡+63 ㎡，无

平台设计，作为一整体，打包招商。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招商区块定位为小型茶饮、食品吧。本区块属于展厅参观

线路后方区块，是游客在结束参观后，希望得以小坐、休憩的位

置区块。业态建议配套小型可简食茶吧，装饰以静态舒适为主，

打造可阅读、品茶，可提供蛋糕、水果等小茶点，可承接部分会

务接待及专题讲座等活动的环境区块。

(5) 招商区块五：B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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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体布局

位于老街区块。由 15 个大小不一的街景店面组成，建筑面

积共 375 ㎡，平台面积 48 ㎡。所有房屋作为一整体，打包招商。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招商区块定位为创意茶馆、茶饮空间。本区块位于馆区侧

门区域，是建议游线的终点，闹中取静，老街的房屋设计亦有曲

径通幽之感。不同大小的房间设置，较适用系列茶饮包间。本区

块可在茶饮体验的基础上，增加文化创意性，开发产品，进行服

务培训，提升整体功能，打造不只是单纯茶馆的体验空间。

(6) 招商区块六：B9

①总体布局

位于书院区块。建筑面积 327.36 ㎡，平台面积 100 ㎡。

②发展方向与定位

本招商区块定位为企业办公展示空间，需承担馆区相应“引

税”任务。本区块位于馆区半山位置，独立于博物馆主体参观游

览线路。建议在与博物馆业态及文化元素相契合的基础上，作为

企业文化展示及办公空间。同时，此招商区块需要承担博物馆一

部分“引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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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配套区

公共配套区总面积为 1118.11 平方米，包含了行政办公用房、

茶餐厅（员工食堂）、监控室、茶园配套用房（炒茶亭）、星级公

厕、门楼、管理房（维修班）、公厕、牛头管理房（茶叶冷库、

茶机）、望湖亭、望江亭、迟桂亭、雾森管理房（清卫班）、管理

房（园林班）。

公共配套区块 B3 位于龙鼎楼区块，分为行政办公用房和茶

餐厅（员工食堂）两块。其中茶餐厅（员工食堂）定位为创意茶

餐饮空间。目标打造杭城首家茶主题简餐厅。为了能更全面的展

示茶文化的精髓，突显出龙井馆区整体定位中所强调的体验性。

以实现在博物馆里不仅能看茶、玩茶还能吃茶的定位目标，还能

解决游客在博物馆内的就餐问题。在满足游客、突出特色、符合

定位的前提下，还能合理解决博物馆目前员工的就餐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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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营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采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模式。在现有组织架构

的基础上，设龙井馆区综合管理部与业务指导部，综合管理部人

员相对稳定、管理相对独立，业务工作和财务核销由馆部统一安

排。两部总人数在 15-20 人之间，通过从馆部各处室抽调、人事

招聘等方式进行调配组建。

1.综合管理部（11-12 人），具体负责馆区的行政管理、商

业管理、后勤管理、安保管理、培训体验管理等工作。

行政管理包括部门协调、总务接待。

商业管理包括招商区块的属地管理、自营区块的商业规划与

管理。

后勤保障包括园林管理、清卫管理、日常维修、专业设备维

护等，建议引进物业管理公司，专业设备维护（如多媒体、中央

空调等）通过招标形式由专业技术公司承担。

安保管理（1 人+保安 28 人），建议引进安保公司，聘用保

安，具体负责森林防火、展厅管理、秩序管理、入口管理、安全

巡查、停车场管理等工作。安保工作负责人 1 人，监控室 24 小

时值班 4 人。其他人员具体分配如下：

（1）具体负责山体森林防火、治安巡查 2人（9：00—17:00）

（2）展厅管理 4人（世界茶展厅、品牌馆、龙井茶展厅）

（8:30-16:30)

（3）白天核心区域秩序巡查管理 2人(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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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口（2 个）24 小时管理 6人

（5）夜间（前、后夜）安全巡查 4 人(16:30-0:30；0:30-7:30)

（6）停车场（上、下）收费、停车管理 4人等工作。

合计：人数 28 人（其中 2人替休）

停车场可考虑招标外包。

培训体验管理（5-6 人），具体负责实体体验馆和网络体验

馆的工作。

实体体验馆的业务范围主要有：茶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执行、

制茶制器体验、个性化学茶体验（含公益展馆区块的落地体验项

目）、国际研修（日韩茶道茶礼）、茶艺师技术等级培训、茶文化

大讲堂等工作。

网络体验馆的业务范围包括官网、微博、微信、APP 以及涉

及智能化应用的工作（如二维码在商品、展品、定向宣传上的使

用等），其业务范围涵盖了双峰馆区和龙井馆区的工作，工作人

员不一定要在龙井馆区驻点，但要求能够全面了解两个馆区的实

际情况，部分工作可外包给相关科技公司实施，如官网的升级改

版、APP 开发维护等。

2.业务指导部（5-6 人），具体负责宣教服务与陈列布展。

宣教服务点设在茶书厅，主要负责龙井馆区的导览咨询、付

费讲解服务，将世界茶文化展馆、中国茶业品牌馆、西湖龙井茶

展馆的讲解服务串联起来，尽可能将观众引导至茶友会体验馆，

深度体验个性化学茶培训、制茶制器体验等项目，促进创收。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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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布展负责常规展厅与临时展厅的布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