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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 6418 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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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店铺名：咖啡渣渣小易

苏州顺和丰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400 - 0618 - 600
官 网：www.brewis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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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网： hotele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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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网：cafework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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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86 21 6259 9982
官 网：gruppocimba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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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Vincent.yi@pentair.com
官 网：www.everpure.com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三豆客咖啡科技
电 话：+86 17600809306
官 网：www.santoker.com
上海吉晟贸易有限公司
官 网：www.jesstrading.com

诚品食品有限公司
电 话: 13828047678
热 线: 0750-6971199
官 网: www.spcoffee.com

SIAL China 中食展
电 话：021 6217 0505
邮 箱：sialchina.com

拉玛瑞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400-808-3928
官 网：china.lamarzocco.com
咖啡沙龙 / Coffee Salon
官 网：coffeesalon.com
电 话：020 3637 9496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CTMA）
电 话：010 6602 6132
官 网：expo.ctma.com.cn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
电 话： 021-80188725
官 网：www.weichuan-sh.com.cn

北京金米兰咖啡有限公司
官 网：www.milangold.com.cn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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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卷首语

中文版（第 15 期）
和30万+咖啡餐饮工作者紧密沟通
文_王

Contacts

迪

联系方式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2018年开篇的《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中文版总第15期上线了。

为的人有更好的启示。
咖啡知识板块本期有几篇重头戏文章，对

2018年行业的关键词是“改变”，在过去

于专业词汇不够了解的我们，现在有白话版的解

几年里，很多传统产品或品牌在累积了几年的力

释，本期关于咖啡化学和感官的这两篇文章，读

量之后，开始实施新产品的研发、产品的转型、

起来轻松有趣，是不可多得的好文。

销售渠道的变化等等；另外，也开始涌现出众多

咖啡餐饮行业近年来成长出许多有热情而且

新的从业者，一大批原先的爱好者和基础工作的

清醒的年轻企业家和创业者，他们很多人已经连续

从业人员，在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支

为本刊投稿，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

点，开始创业，在2017年，我们可以看到，很

他们的心里路程，虽然他们分处不同的细分领域，

多合伙式小微企业已经开始初具规模，相信在不

但希望他们的文章也能作为借鉴并引起思考，请看

久的将来，众多的国内新品牌和新产品在逐步壮

易碧辉、乔治和于子翔的文章。

大之后，将开始抗衡传统的品牌，无论是老牌国

咖啡馆探访本期带来几款规模和形式大相径

外产品还是国内已经发展超过20年的品牌，都将

庭的国内和海外咖啡馆，有以食物为主的，也有

会迸撞出更多崭新的市场形式和产品。

混业经营非常到位的，更有国内较新模式的集装

现在让我们看看本期的重点内容。

箱咖啡馆，另有由孙磊呈现给大家的他对悉尼和

在生豆的处理环节中，发酵是可以改变咖啡

墨尔本近80家咖啡馆认识的个人看法总结，想要

风味的关键步骤，本期3Brother品牌就带来对这

开馆的朋友可以从多维度了解这个市场。

方面知识的理解；另有三篇文章都和探访咖啡原

茶的部分，首先鼓励大家踊跃参加今年5月

产地有关，随着对行业了解的深入和从业的不同

在上海举办的精品茶叶冲煮大赛，比赛前一周，

角度，原产地探访需要准备的资料和旅程能够获

我们还将首次安排评委的培训，感兴趣的老师们

得的信息量也将会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报名参加！

王 迪 Christina Wang / 主编
电话/微信：+86 139 1067 0918
邮箱：christinaw@cafeculture.com.cn
David Parnham / 特别策划 + 顾问
电话：+61 423 200 206
微信：CCMDAVIDP
邮箱：davidp@cafeculture.com.cn
刘 洋 Jasmine / 编辑
电话/微信：+86 183 1024 1636
邮箱：jasminel@cafeculture.com.cn
张瑞娟 Rachel / 发行 + 活动
电话/微信：+86 157 1118 0985
邮箱：rachelz@cafeculture.com.cn
刘娅宁 Yanii / 美术编辑
电话/微信：+86 183 0166 8928
邮箱：yanii@cafeculture.com.cn
张晗茹 Nicole / 新媒体运营
电话/微信：+86 188 0115 6061
邮箱：nicole@cafeculture.com.cn
曹柏光 Bob Cao / 美术编辑
电话：+86 136 7108 0901
邮箱：bobc@cafeculture.com.cn
季 翔 Sebastian Ji / 英文翻译
电话：+86 135 8197 6901
邮箱：Sebastianj@cafeculture.com.cn

咖啡烘焙是本期的重点章节，从Eric的烘焙

精品茶叶一直是我们的重点，无论是从咖

商是否要和原产地建立起直接贸易模式；到台湾

啡厅BunnyDrop的茶饮菜单设计，澳大利亚精品

声明

赖俊智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烘焙经历，某种

茶叶冲煮冠军Tania备战上海和关于精品茶叶对

本杂志为会员专享刊物，内容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允

程度上见证了台湾的咖啡发展历程；还有悉尼

她经营茶饮店的影响，美国茶饮市场的变化趋

Nawar的以烘焙共享为主题的咖啡烘焙培训和工

势，Michael“水乃茶之母，器乃茶之父，火乃

厂，也许这是近几年我们也急需的一种模式，可

茶之师”系列文章的终结篇，还是对日本红茶

以鼓励更多的中小品牌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拓展

的历史故事的详解，从不同角度，来更深一步

业务；三豆客周南是国内咖啡烘焙机品牌的代表

的认识茶！

和佼佼者，而他也是从爱好者出身发展壮大起来
的，他的故事也许对更多想要在这个行业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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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读书！2018年，期待
再一次的蝶变！

许，请勿转载和其它任何形式的引用。本杂志广告或文
章所表明观点，不代表本杂志观点。如您提供任何更正
信息，不需承担提供信息正确性的责任。
联系信息
网址：www.cafeculture.com.cn
电话：+86 10 8774 6620
邮箱：info@cafeculture.com.cn
封面照片来源: 苏园／ Summer

Calling on China CBD Building
Landlords to Allow Coffices in
their Vacant Foyer Areas

聪明的房东如何妙用底商：
全新“办公室咖啡厅”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全

球各地的房东们正在紧追咖啡厅文化，并将自己闲置的底商资源利用
起来，形成全新的收入来源。

办公室咖啡厅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地区商务咖啡馆经营模式，融合了
精品咖啡厅和办公室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新的办公室咖啡厅非常适合商
务会面，通常配有免费 Wifi，为小型休闲商务谈判提供了理想场所，同时
为繁忙的上班族提供了可贵的休闲空间，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外卖咖

In A Rush

最近另一个快速成长的品牌“In A Rush”即将在墨尔本开设第16家分店，
位于伊丽莎白大街535号，就在女王大厦附近，形式与此前的分店相同。
同时该品牌还计划将公司总部迁至澳大利亚护理中心，进而更好地利
用周遭的办公室资源。

Holla Coﬀee

啡，带回自己的办公室享用。这种办公室咖啡厅在工作日通常全天客流量

还有另外一个品牌，来自Richmond的“Holla Coffee”将在墨尔本的

很大，即便在非工作时间也非常繁忙。由于在周末和节假日较为清闲，办

Exhibition 40号新开一处面积仅46平米的、位于大厦一层的意式浓缩吧，并

公室咖啡厅甚至可以选择不在周末营业，因为他们在工作日的客流量非常

与该品牌位于城市近郊的烘焙工作室兼咖啡厅品牌相互呼应，进而在墨尔

稳定。

本取得更大成功。公司负责人 Mr Thach 表示，Holla Cofee 的底商办公室咖

中国的咖啡厅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如今已经有很多房东或商业地产项
目正在考虑启动办公室咖啡厅，在赚取更多收入的同时，为写字楼里的上
班族提供每日必须的饮料、小吃、简餐等休闲服务。

Piccolo Me

啡厅签了5年租期合约，每年约45万人民币。
我们从海外寻找到了三个较为成功、比较适合中国咖啡厅市场的案
例，在此与大家分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更多 CBD 房东及商业地
产项目引入办公室咖啡厅，精品咖啡厅和意式浓缩吧等概念。我们在此想

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Piccolo Me”，我们《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要提醒更多小型地产项目的拥有者们赶快加入办公室咖啡厅的行列，你是

中文版第14期第68页的“Food Safari”专栏已经有过介绍，它所在场所的房

否会采纳我们的意见，帮助更多小型咖啡厅品牌实现他们的梦想，利用底

东，同时也是墨尔本Spencer Street 120号 的拥有者，已经被办公室咖啡厅

商资源共建双赢互惠的全新咖啡厅经营模式呢？

的魅力所折服，并同意将悉尼地产的底商也租赁给 Piccolo Me。
“Piccolo Me 正在强势进入墨尔本咖啡厅市场，并在 Spencer Street 的
一处写字楼底商闪耀亮相。”
Piccolo Me 即将于近期入驻，房东 Mr Ainsworth 表示，很多房东正在
将底商转化为可实现额外收入的零售场所。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考我们每周五在微信公众号上
推送的“Reaching Success”专栏文章，或阅读之前几期的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中文版中的相关内容，所有期刊
均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

电子杂志

你也可以直接与我联系，我的微信账号是：CCMDAV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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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QPRESS全自动咖啡粉锤
拥有自洁功能的全新专业压粉设计

Malwani Livi 磨豆机
独特的三重传送系统更好的传输能量

P

M

使用Puqpress的好处是：

轻度烘焙咖啡在内的任意品种咖啡，抛光铝和铜制机身可搭配橡木、桃花

★ 无需每天清理

心木或鸡翅木。

★ 不会再出现分流

Malwani缔造者Valentin Muckle表示，他在创作这款磨豆机时从其他品牌那

★ 不会再出现重复性过劳损伤

里汲取了很多灵感，其中包括HG-1的华丽外观、摇把和Lyn Weber Blind

★ 意式浓缩咖啡品质始终保持稳定

Tumbler的插座设计，为的是创作一款能够搭配现代欧式意式浓缩咖啡机的

★ 技术得到行业专家广泛认可

磨豆机，外表光新亮丽，能够体现出女性之美。

uqpress全自动咖啡粉锤是一款应用了最新精准压粉技术的专业压粉设
备，已经风靡整个澳洲精品咖啡工业，最新具有自洁功能的版本彻底

免去了每天繁复的清洁保养工作，粉锤头尺寸可应用于所有咖啡机。

alwani Livi磨豆机拥有83mm锥形研磨齿轮，与Mazzer欧洲版、Lyn
Weber HG-1手摇齿轮型号相同，研磨参数可一键设定。独特的三重

传送系统可将马达产生的能量更好地传输至齿轮，可用于研磨包含高密度

官网：www.jesstrading.com

手持硅制咖啡壶Palmpress
单杯冲泡咖啡机 + 高品质手冲滴滤咖啡

最

新推出的手持硅制咖啡壶Palmpress完美结合了单杯冲泡咖啡壶的便
捷和手冲咖啡的精致口感，使用方法还非常简单，只需在壶内加入咖

BOD冷萃壶
操作简洁，便于清洗

B

啡粉和热水，然后拧上盖子，让咖啡粉浸泡3分钟，这种浸泡式冲泡方法此
前只存在于不易携带的Clever滴滤壶和法压壶当中，能够使咖啡萃取更加均
匀，口感更加丝滑。

od是一款操作简单、精致高效的冷萃咖啡壶，能够制作出味道香甜、可

浸泡完成后，将咖啡壶上下颠倒，放在咖啡杯上，轻轻下压，咖啡便会缓

口的冷萃咖啡浓缩液，无论是用来制作冷饮还是热饮皆可。只需向不锈

缓流进杯中。

钢滤碗中倒入250g你最喜欢的、粗糙研磨咖啡粉，组装置壶内，再将壶身组

Palmpress是一款可再利用咖啡壶，无需任何滤纸、胶囊或其它一次性用

装到位，倒入冷萃，浸泡12-24小时，后组装萃取装置组装在顶部，倒转壶

品，省钱又环保。每次能够制作240克咖啡，足够你在商旅或郊游途中满足

身，一旦浓缩液充满萃取装置，你只需将其拧下，放入冰箱冷藏即可。

对高品质咖啡的需要！

官网：www.coﬀeetools.supply

官网：www.palmpress.coﬀ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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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pkit挂耳
装在口袋里的Coﬀee Maker
Flask Coﬀee and Tea Maker
轻松在家冲泡出高质量咖啡或茶

DripKit公司设计生产的可降解挂耳包，是一款轻便的、一次性使用

由

的、简单易操作的咖啡冲泡方式，无需研磨，不需测量，也不需要其

它器具，内含20克咖啡，无论是旅途还是办公场所，轻松就可以搞定两份

F

lask是一款由Aloha Dominche STEAMPUNK® Commercial Brewer专利技

咖啡的量，是咖啡爱好者们不可错过的终极享受。

术打造的，创意十足，外观精致，适合所有家庭咖啡爱好者。该设备

是不是也有想过让你的挂耳变个身！

拥有两个独立舱室，可供使用者选择不同的过滤方式。咖啡壶可拆卸底部
易于清洗，壶身由不含BPA塑料制成，活塞和滤网为不锈钢制，底部加热
垫则由硼硅酸盐玻璃制成，带有皮质包裹手柄。咖啡壶最突出的地方是在
冲泡之后可将咖啡渣或茶叶直接取出，咖啡壶最多可一次冲泡2杯咖啡，
非常适合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Rite Press法压壶
多项独特设计直接融合

R

ite Press内置温度计、计时器和可拆卸底部粉仓，将法压咖啡萃取带
上了新的高度，彻底为消费者解开了完美咖啡冲泡的神秘面纱。

★ 内置温度计，自带蓝色、绿色和红色刻度，蓝色代表温度过低，红色
代表温度过高，绿色中央部位温度为92.5度；
★ 内置计时沙漏，精确设定3分30秒的冲泡时间；
★ 可拆卸底部粉仓，节约时间，又节省精力和水资源，冲泡之后仅需旋
转拆卸粉仓，便可将全部咖啡渣清洗干净；
★ 双层隔热壶身，可为咖啡保温长达2小时；
★ 极细滤网避免粉末残留。
Rite Press同时也可用于冲泡茶叶，操作方法与咖啡相同。

轰炸机第三代告捷版700ml拉花缸
助咖啡师完美拉花一臂之力

印

证着MHW-3BOMBER中的数字“三”，第一代：不足够满足；第二
代：不愿意将就；第三代：不随波逐流。第三代700ml告捷版拉花缸

产品特征总结：
★ 缸口直径：8cm
★ 导流槽长：5cm
★ 把手内径：8cm
★ 把手厚度：2mm
★ 缸身重量：228g
三代告捷版在二代升级版的基础上，保持不变二代升级版的缸身设计同
时，将缸身总重量减轻20克，缸身把手焊接工艺完善至激光无缝焊接，更
有效的帮助咖啡师在不改变操作习惯的同时，有效的减轻负重，规避因摔
坏导致的把手脱离等各种意外损失。
淘宝店：咖啡渣渣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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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Calling it Slow Natural

慢速日晒处理法：
日晒处理法中的可控发酵
文_Johne Lacerda
Burgeion Specialty Coffee Trading & 3Brothers Australia

随

着人们对咖啡感官多样性的不断探

的差异，例如在日晒处理工艺中，被采摘的果实

种植园独特的土壤和气候环境，也为这里超高品

索，以及精品咖啡在世界范围内的广

是否要进行筛检等。

质的咖啡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具体该地环境是如

而正是由于加工工艺的不同，生产者根据产

何影响咖啡品质的，尚鲜为人知，但总之，土壤

游的的竞争力和流行度正在不断提高。

地位置、传统、豆种、目标市场等形成的知识和文

的问题是极为深奥、复杂的，与其3-5%的有机

化存在差异，才造就了不同产地、不同地区咖啡独

物质含量密不可分。

泛普及，精品咖啡在咖啡产业链上下

为了生产出最高品质的咖啡，根据不同产地
的自身特点，全球各地生产者正在试验和探索全新

特的感官特征，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这里的气候条件同样对咖啡品质影响颇深，

的加工处理工艺，其中以湿法和干法为主。不知从

其中就包括了坐落于临近Minas Gerais和

这里春夏多雨，白天湿度适宜，气温较高，夜间

何时开始，湿法加工被认为是巴西咖啡生产者保持

EspiritoSanto省的Parque Nacional do Caparao中

气候湿润，气温温和；秋冬气候干燥，温度适

咖啡品质的唯一可行的加工工艺。“由于咖啡在成

央的Sitio Santa Rita种植园。种植园共包括4片土

中，夜间凉爽。这种独特气候直接影响了植物的

熟后品质已经达到最高，而此后的过程都是为了维

地，总面积70公顷，其中45%用于种植咖啡。

生长和结果过程，有效延长了植物的生长周期。

护和保持其原有品质。”但与此同时，脱浆日晒咖

种植园地形多样，海拔从900-1,550米不等，

由于这种环境条件极为特殊，在地性气候多样化

啡，即通过机械或生物发酵方法去除或保留部分粘

多集中在南纬20度。从1896年开始，种植园由

极高的巴西，乃至整个世界都极为罕见，人们产

膜的咖啡，仍在巴西广泛存在。

Milanez Lacerda家族经营，该家族负责了从种植

生了以下疑问：这种咖啡的产量是否能够满足全

人类的行为总是结果导向的，由于对产品品

到咖啡冲泡的全产业链管理。Sitio Santa Rita始

球市场的需求？如果产量不够，在没有上述条件

质预期不同，人们对咖啡生豆粘膜的去留这一关

终致力于生产品质最佳、质量稳定的产品，为客

的产地，我们应当种植哪种咖啡？市场是否会拒

键话题存在不同理解，由此也衍生出了其他方面

户和终端消费者提供最极致的咖啡体验。同时，

绝接受产地环境类似，但品质稍有差距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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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答以上答案，我们就必须推翻前文中有

移至终端市场，从而超越传统的产品贸易模式。

关“生产者在采摘后的加工处理方式不能改变咖

“公司成立之初，许多烘焙商和种植者都认

啡果实在自然环境下所获得的品质，因为在采摘

为巴西咖啡虽然产量大，但并非精品。是我们的

前咖啡品质已达到最佳”的论断，而这一论断无

努力改变了人们的这一想法，我们深知精品咖啡

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文化层面，都被世界各地的人

深深扎根于巴西，只是尚未被人发现。巴西咖啡

所广泛接受，为的便是加速生豆干燥过程，避免

工业发生了巨大变革，我们希望将这个好消息带

产生发酵。

向澳洲市场。”

但在种植园层面，已经有诸多证据显示，发

在Tercio的兄弟Gustavo Artioli Borba不幸去

酵能够激发出精品咖啡更加丰富的香气和口味，

世之后，Tercio和他的另一名弟兄、从未有过咖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间理论界对此并不看好。但不

啡从业经验的Thiago成立了3Brothers。如今，

可否认的是，已经有部分边缘产地开始使用发酵

Tercio专门负责与澳洲烘焙商取得联系，Thiago

处理来提高咖啡品质。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

则驻守巴西，成为了公司质量经理，同时负责

发酵是可控发酵，是对带有果皮的咖啡果实，即

维护产地关系，并通过姐妹公司、坐落于Minas
Gerais省Pocos de Caldas中心地区的Burgeion

“日晒”咖啡进行的发酵过程。
发酵在产出高品质咖啡的产地，尤其是非洲

自豪地说：

Specialty Coﬀee进行国际贸易。

“生产者在采摘后可以凭借特定方法，通过

“我们公司仍很年轻，我们所带来的是一种

加工处理对咖啡品质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升咖

全新的商业模式，目标是通过建立完全可追溯的

我们已经开始对土壤和气候条件有限、种植海拔

啡感官品质。”——Johne Lacerda

产品模式，寻找品质最为稳定的精品咖啡，从而

不及1,000米、自身条件很难在杯测中获得超过

3Brothers Coffee

和中美洲实用率较高。
在我们的种植园，经过多年的实验和品鉴，

SCAA评分标准85分的咖啡进行发酵处理。多年

过去的8年，3Brothers Coffee始终致力于在

前，曾有一批咖啡在经过某种发酵之后，杯测得

咖啡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建立紧密联系，进而推动

分得到质的提升，这为我们开始对咖啡发酵进行

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探索

试验和探索提供了灵感，创造了条件。

3Brothers Coﬀee的故事。

在那以后，我们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思

Tercio和Thiago兄弟俩生来并非是咖啡农，

考：这一发酵是如何产生，其过程又是怎样的？

但他们生在巴西，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深受澳洲咖

我们有没有可能进行复制？通过反复深入的研

啡工业的爱戴与敬仰。

促进整个巴西精品咖啡工业健康发展。”
公司取得的成就之一便是使用可控发酵处理
的Yellow Caparao豆种。
“3Brothers 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寻找新的精
品咖啡产区，其中 Serra do Caparao 以芒果、菠
萝香浓郁的咖啡著称，这在巴西极为罕见，我们
是第一家向澳洲进口该豆种的公司。”
Te r c i o 表 示 ， 当 他 第 一 次 杯 测 Ye l l o w

究，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同时也遇到了更多问

“这便是3Brothers Coﬀee故事开始的地方，

Caparao时，他意识到想要将这种咖啡推广

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发酵的

也是我们寻找到对咖啡热爱，并想要把这种热爱

至澳洲存在很大挑战，在杯测时，每个人对

确发生了，同时还是积极有益的。对于第二个

转化为动力的地方。”3Brothers Coﬀee合伙创始

这种咖啡的看法都不统一，但最后他们决定

问题，我们认为：是的，这一发酵过程是可复制

人Tercio Borba说道。

知难而上。

的，然而这需要我们对发酵的容器、果实成熟

在3年半的时间里，3Brothers不断努力将新

3Brothers不仅仅在“特殊口味”和“发酵

度、是否有气体参与、残余水分、处理问题、化

的咖啡豆种带向澳洲市场，并密切与咖啡种植者

处理”方面成绩斐然，他们还准确把握了澳洲奶

学和生物分析等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们合作，不断试验新的生豆处理技术，提升巴西

基咖啡的消费潮流，并创造了自己的精品拼配咖

精品咖啡品质。

啡Caldas Royale。这款咖啡摒弃了传统巴西咖啡

当然，每一次实验都要经过感官评测的检
验。我们发现，一些生长环境一般的咖啡，在

“没人真正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所提供的

的坚果味，转而带有“超级纯净的口感和红浆果

无水、无氧条件下发酵144小时，得到了惊人的

新豆种，因为很多这些珍贵豆种总是稍纵即逝。”

香味”。Tercio表示，感谢生产者的“垂直管理

结果，且品质和口味经过多年的考验仍能保持稳

3Brothers的合作对象是Caparao Junior，这

模式”，这款咖啡在过去四年的市场表现非常耀

定、可复制。通过感官分析，我们发现咖啡的品

是一家隶属于Federal Institute of Espirito Santos的

质的确得到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如果没有以

年轻非盈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当地种植者学习种

发酵为前提，是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这一变化

植园和品质管理知识和技能，通过将实验室技术

在SCAA杯测分数上的体现多达10分，即从80分

带向种植园，寻找和改善当前种植技术存在的缺

提升至90分。

陷和短板。

眼，实现了量价齐升。
3Brothers生来与众不同，Borba兄弟希望能
够在现有基础上在进一步。
“我们瞄准的是缝隙市场，我们竞争力十
足，我们渴望稳定的品质，每一种咖啡的背后

其主要分数变化出现在香气、口味和酸度

“如果我们能帮助种植者生产品质更加稳

都有着独特的故事，我们已经等不及将我们的

上，这种“全新”的处理工艺极为特殊，为巴西

定的产品，这将给咖啡和当地社会带来巨大好

最新成果在今年的墨尔本国际咖啡展览会上与

咖啡带来了全新的口味特征，并让巴西咖啡走向

处。”Tercio表示。

大家分享！”

了更多高端精品咖啡市场。
有了发酵日晒咖啡所获得的成功，我们可以

3Brothers的定位并非是一家贸易公司或中间
商，公司选择与种植者直接合作，将他们的产品转

邮箱：info@3brotherscoffee.com.au，网
址：www.3brotherscoﬀe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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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咖啡产地
之旅的一些建议
文_Darrin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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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依稀记得第一次去咖啡产地旅行的经

解种植者们的生活以及面临的挑战。2011年，

要有机认证咖啡，尤其是产自墨西哥、拥有公平

历，当时我是一名咖啡师培训师和

我的梦想终于成真，受邀去墨西哥参观了位于

贸易和有机认证的咖啡。

North American公司咖啡产品顾问，

Oaxaca地区的一处种植者联盟。在当时，墨西

从第一次到访墨西哥至今，我已经走访了超

从事咖啡行业已有15年，从业以来，我的梦想一

哥是我所在公司最为重要的咖啡贸易合作伙伴，

过24个咖啡产地，地区遍布东非、印尼和拉丁美

直是亲眼去产地看看咖啡究竟是怎样种植的？了

公司专门负责为母公司烘焙咖啡，我们的产品只

洲。一路走来，我有幸了解到了更多有关咖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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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同领域的知识。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所

个人在咖啡供应链中的人脉关系。

见所学，帮助即将走上咖啡产地之旅的你，更好

同时，一定要记得向当地人问问题，例如你

学会欣赏异国文化

的咖啡果实是如何采摘的、果实是如何根据成熟

地享受这种非凡的人生体验。无论你是否去过咖

了解和欣赏异国文化非常重要。作为一名

度筛选的，等等。一定要记得询问咖啡在采摘之

啡产地，我都希望我的经验能够为你提供帮助。

旅客，你需要充分尊重当地人的风俗文化，这不

后多长时间开始处理，或生豆干燥的具体方法。

关于行前准备

仅是一种礼貌的表现，更是你走进当地社会，走

生豆的发酵时间直接决定了你如何评价和控制生

除了准备旅行必需用品衣物、文件和药品

进当地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我的建议是学会

豆品质，决定了你所购买和烘焙的咖啡会给顾客

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动身之前丰富自己的产

欣赏当地人所赠予你的所有食物和礼品，除非你

们带来怎样的口味和品质。从采摘到生豆加工，

地知识！从地区到地理特征，从基本的日常用语

对食物有特殊的要求，否则尽量礼貌地去品尝，

从分级到出口，每一个环节的细节问题你都要问

到文化习俗，再到时政要闻和不同地区的饮食、

去尝试那些你从未见过的食物。我已经记不清究

到。所谓产品信息的透明化不仅仅关系到种植和

文化和节日，你都要进行全面了解，通过了解，

竟有多少种植者曾为我奉上他们自己亲手烹饪的

加工技术，更关系到种植园里的员工薪水是多

你不仅会对当地所产咖啡产生兴趣，更会被当

家乡菜，每一道都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看家菜。一

少、生产成本组成是怎样的，无论是哪一位生豆

地的民族与文化所深深吸引。我发现最令人难忘

定要记住，在你所生活的城市，获取食物或许是

买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都不能手足无措。

的旅程一定是行前准备最为充足，当地文化和历

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在很多咖啡产地，当地人需

关于社会责任和情感联系

史了解最为全面的，例如我第一次前往苏拉威西

要付出额外的努力、金钱和时间，为你准备最为

除了了解产地和供应链知识以外，你需要同

（印尼东部的一个岛屿），在动身之前我事先了

可口的食物，因此你的拒绝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难

时意识到，作为公司和你所在国家的代表，你所

解了当地Torajan土著居民的民俗风情，尤其是当

以想象的伤害。我的一位朋友就一直坚持着“给

扮演的更是一个咖啡大使的角色。去享受其中，

地人习惯在已故亲人的葬礼上进行庆祝一事，令

什么都吃光”的原则！当然在你面对苏门答腊炸

去与当地居民深入交流，去尽量解答当地人感兴

我印象深刻，这一民俗在西方人眼中稍显奇怪，

水蛭和埃塞俄比亚生牛肉时，做到这一点真的很

趣的问题，我会经常给墨西哥当地学校的孩子们

但由于我事先进行了了解，在抵达当地之后，我

难，但只有享用了这些食物，你才有机会和当地

带些小礼物，例如圆珠笔、信纸、铅笔、篮球等

甚至被邀请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庆典活动，虽然我

人促膝谈心，交流真实情感，这些经历将帮助你

等，这种个人感情层面上的交流，会给当地社会

是一个白皮肤的陌生人。我更是由此结识了很多

真正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

带来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有时甚至比从当地购

关于一些小技巧

买咖啡更为重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公司代

解了当地人对于死亡的看法，我无法想象，如果

一定要准备一根笔、一个笔记本、一把杯测

表，你都必须体现出你和公司的社会责任。

没有事先进行了解，我将永远无法走进Toraja人

勺和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咖啡产地的问题。我个人

民的文化。

已经积累了一厚摞笔记，很多都是十几甚至是几

如果你想要为精品咖啡工业的发展做出贡

从网上搜索相关文章，或是浏览其他咖

十年前记录的，但直到今天，我仍会时不时回去

献，那么我必须要问你：你为什么要去产地旅

啡公司有关产地旅行的博客，都会帮助你更好

翻看，查找某个产地的海拔、某一处加工厂处理

行？如果你的公司并没有和咖啡的原产地建立

地制定旅行计划，你可以参考其他人已经成型

生豆的方法，以及某个种植园干燥生豆的温度。

任何联系，这意味着你和你的公司根本不在乎咖

的攻略，也可以参考最近刚刚去过那里的咖啡

几个月后当你的公司想要向你了解当地人干燥生

啡产自哪里；如果你亲自去过那里，学习和了解

人士们所分享的心得体会。我发现有些公司和

豆的时间是多久时，可千万不要光靠自己的记

了咖啡究竟从何而来，你将有能力将顾客与你的

他们的生豆买家、供应链经理和咖啡培训师们

忆，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笔记本上的几行

员工和种植者们联系在一起。通过参观和走访产

真的能够为你提供非常实用的建议。当我在

字，手机上的备忘录或是短视频，都能帮你准确

地，你将在“豆子”和“杯子”之间搭建起沟通

当地朋友，有幸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当地文化，了

为什么要去？

Stumptown Coffee Roasters担任首席生豆买手

记住关键信息。我在每次旅行之后都会形成产地

的桥梁，让普通咖啡爱好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咖

一职时，我养成了经常浏览其他公司网站的习

报告，这一做法非常有用，记得又一次我们到访

啡，了解咖啡的产地，从而爱上咖啡，此外，作

惯，这对我之后安排中美洲咖啡产地之旅起到

埃塞俄比亚，来到了Yirgacheffe地区，在一天之

为联系的纽带，你将有机会让更多人了解不同国

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学习参考，我不仅能

内就走访了10处湿法加工厂！如果没有细心记

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相信任何人都没有理

够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还能有机会结识更多

录，你很容易就会把不同加工厂具体的加工方法

由会拒绝去产地旅行，这是加深你的公司与产地

当地种植者和种植者联盟负责人，从而拓展你

搞混。

之间关系的绝佳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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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d Bean in Your

Roasted Coffee could Reduce the Coffee Quality

决定咖啡品质的，
是杯子里，最差的那颗豆子！
文_张田田
品读时光咖啡学院教学总监

“

咖啡生豆加工处理好，对于咖啡风味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喝到的不悦
和苦涩，往往是来自那粒瑕疵豆，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可能并不是因
为最好的那颗，而是它的短板。

”

在

国人的意识里，仿佛对泰国的咖啡鲜有概念，即便我们行内人

坐着皮卡车一路颠簸深入庄园，四十分钟后，我们仿佛进入了世外桃

士，对泰国的咖啡生豆也很陌生。泰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的咖啡

源，一栋栋温馨别致的小别墅、巨大而有格调的天然丛林餐厅，还有One

种植产业，为他国的咖啡进口加之90%的关税，这让其他产地的

爷爷的七层高的传说中的奢华树屋，让已经做好忆苦思甜的我们喜出望

咖啡生豆成本大幅上涨，很难流入泰国，因此泰国的咖啡生豆就大多被本

外。One爷爷的老朋友黄颖老师告诉我们，每次来，她都会看到这里多出一

国的咖啡消费产业所消化了。去过泰国几次，探访过许多咖啡馆，意识里

些房子和机器，One爷爷的咖啡庄园虽然会赚不少钱，但是他总是会把自己

认定泰国也是有精品咖啡的。2018年初，是泰国咖啡庄园的采摘季节，带

所有的收入再投入到庄园里面来，让这里变得越来越好，咖啡庄园就是他

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更好的探究咖啡每一个环节对风味的影响，我们

毕生的事业。

组织16人游学活动，共同深入泰国清迈的咖啡庄园，寻求更多关于泰国精
品咖啡的种种。
我们这次拜访的是泰国清迈的NINE ONE咖啡庄园，在泰语里，NINE就

几天相处下来，忙碌的One爷爷逐步带我们熟悉了这里，我们发现One
爷爷有三大宝：

山区全遮荫种植

是Mr（先生）的意思。Mr One爷爷从事咖啡种植30多年，致力于树立泰国

庄园完好的保存了原始森林生态环境，对于咖啡果树来说，日间的

精品咖啡种植的标杆，每天总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到咖啡从种植到出品的每

光合作用只有在合适的温度区间下才能最大效率的发生，从而产生更多的

一个环节。One爷爷有三座咖啡庄园，我们本次去拜访的是位于泰国北部

糖分和养分，过高和高低都会使光合作用无法充分进行，而夜间的呼吸作

Pa Maring地区的庄园，庄园海拔1,200米、全年平均气温22度，年降雨量

用，可以产生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能量。全遮荫种植既能避免阳光直射，

1,800 毫米。我们在泰国喝到的第一杯咖啡，是One爷爷在山下为迎接我们

使咖啡树得到适宜而均衡的光照和温度，让光合作用效率最大化，又有效

亲自手冲的咖啡，中度烘焙，日晒处理，没有太多花哨的设计和手法，冲

的延长了晚间呼吸作用的时间，为植物生长所需的能量提供了充足保障。

煮时间近5分钟，咖啡却没有出现任何苦涩的味道，反而坚果、焦糖、黑巧

这样的生长条件，让你不得不对未来处理出来的咖啡风味产生期待。

克力的风味令人印象深刻。通常，我们设计手冲咖啡的时候，一般选择萃

纯有机天然种植

取时间为一分半到两分半，超过三分钟的时候都特别少，带着这个疑惑，

★咖啡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均为自制有机肥料。One爷爷在山上有一

和One爷爷进行了第一次沟通，他解释说，时间并不一定是萃取过程中苦

间专门生产有机肥料的小屋，布满了有利于发酵的管道，然后用大量的

涩味道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咖啡生豆本身。这个答案，当时我并没有听明

鸡粪、牛粪、芭蕉叶、树叶等发酵三个月制成，做好的肥料干燥也没有味

白，但是之后三天的庄园之旅，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也正因为这个问题，

道。在每年花季结束之后到每年采摘季之前，用科学独特的施肥方式，每

让我们有了太多宝贵的收获。

三周人工施肥一次，保证咖啡树种植天然并养分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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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涂辣椒水防虫。由于这里的咖啡果实超级甜，很容易遭受病虫
害，庄园会定期在咖啡树干上涂抹辣椒水，使咖啡树利用天然方式避免虫
害，也不会伤及树木本身及果实生长；
★富含矿物质的泉水。咖啡种植全程引流富含矿物质的泉水、PPM在
100左右，为咖啡种植提供天然充分的矿物质。

大自然原动力
★全水利发电。One爷爷发明了好多咖啡处理的机器，去果肉的、清洗
的、搅拌的、脱壳的。它们都是用水力、齿轮和履带来作为驱动力的，庄
园所有生产及生活用电也都采用水力发电，保护环境、无污染；
★果实第一时间全手摘。咖啡果实，全手摘完全成熟的果实，从根源
保证成熟度一致、零瑕疵；
★采摘现场第一时间预处理。咖啡处理工厂就在山上，咖啡果实采摘
后第一时间就会被加工处理，充分保证咖啡生豆新鲜度，避免因处理不及
时或运输储存等因素造成的咖啡果实腐败变质；
以上的这些，让我们叹为观止，之前在其他庄园看到的，从没有这样。
One爷爷对咖啡处理过程的认真和对细节的把控，也是让我们肃然起
敬，在咖啡果实处理过程中有三次筛选，层层把关：
第一次：熟果采摘时挑选成熟度一致的全红果实，在处理前还会挑选
出深红色“红宝石”做精品咖啡处理；
第二次：熟果清洗池浮选；
第三次：咖啡果实脱去果肉后，在清洗池里再次进行浮选。
在山下，One爷爷有一个高科技的晾晒处理工厂，每一批次的咖啡果
实，One爷爷都会尝试多种处理方式，并分区管理，每一次的处理对过程都
会做详细的记录，处理过程中SOP细节环节还有更多：
★晾晒及发酵过程中，时刻专人记录数据、跟踪反馈结果，精密控制
咖啡生豆水分；
★咖啡豆分批次处理、过程可追溯、全程记录；
★处理场科技化、晾晒大棚，棚架、遮盖并分区，保证卫生，避免灰
尘及味道交叉污染。
到这里，我想我可以回答我们之前手冲五分钟的问题了，试问，如果
咖啡生豆里面就没有瑕疵风味和不好的味道，你又怎么可能冲煮出不好的
味道呢？
不得不说，一杯好咖啡，离不开每位庄园主及工作人员的辛勤、
用心、专业的付出。从咖啡种子到一杯咖啡，咖啡豆经历了育苗、种
植、采摘、加工处理、运输、储存、烘焙、研磨、萃取，最终成为我们
杯中的饮品。咖啡生豆加工处理好，对于咖啡风味有决定性作用，我们
喝到的不悦和苦涩，往往是来自那粒瑕疵豆，决定一杯咖啡品质的，可
能并不是因为最好的那颗，而是它的短板。同时这也是做好果实采摘
和生豆处理的意义所在：从咖啡源头保证咖啡风味和口感的高品质。
感谢One爷爷让我们学到了这么多，为他的咖啡庄园打CALL！
游学相关的更多，有机会会一一和大家分享，欢迎各位指正、交流。

作者简介
张田田，品读时光咖啡学院教学总监、SCA国际认证
高级咖啡师、SCA国际认证高级烘焙师 、SCA国际认
证金杯萃取师 、SCA国际认证感官杯测师、Q-Grader
国际咖啡品质鉴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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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Different Coffee
Farm View for You!
跋山涉水寻找城市看不到的

咖啡风景

因

为知道你在那里，所以翻越万水千山

开、具备了精品咖啡所需要的微型气候！

与农田其它作物混种，每户产量不多，是典型的

也要去寻你。爱咖啡的微酸俏皮，

埃塞俄比亚作为咖啡豆的发源地和咖啡世界

田园咖啡。耶加雪菲得奖豆几乎出自上述几个咖

爱咖啡的香醇温婉，甚至爱咖啡的

的基因库，是咖啡从业者的朝圣之地，从埃塞俄

啡村落与小区，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品尝一

苦涩深沉，为此，铭氏寻豆师翻越半个地球去

比亚来的咖啡风味常常表现为柑橘、花香、热带

下醇正的耶加雪菲，扫描二维码铭氏寻豆师带您

探寻。踏上咖啡豆所在的土地，找到生长的庄

水果，明亮的果酸。

领略风华绝代的耶加雪菲。

园，从初生的嫩芽到诱人的果实，探究咖啡豆
的每一分成长。

埃塞俄比亚最出名的咖啡无凝便是耶加雪

为了寻找更优质的咖啡豆，也为了让更多

菲了，Yirga Cheﬀe是埃塞俄比亚的一座小镇，海

的人了解咖啡原产地的情况，引发大众对咖啡原

2017-2018铭氏咖啡寻豆师们远征中国云

拔1,700-2,100公尺，也是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

产地的思考，让咖啡文化在中国能够更好的传

南、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埃塞俄比

的代名词，此次埃塞之行，铭氏的寻豆师们来到

播，所以，从云南、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意

亚，穿梭在茂密的咖啡林中，寻找更好品质的

了这座传说的小镇。在向导的解说下，我们得知

大利再到埃塞俄比亚，我们一直在路上，走更多

咖啡豆，每一杯铭氏咖啡的背后，都凝聚着我们

耶加雪菲其实是由周围的咖啡小区或合作社建构

的路，看更多的风景，寻找更好的咖啡豆。在路

跋山涉水的辛勤努力。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

而成，包括雾谷Misty Valley附近的伊迪多Idido、

上，我们探索世界；在途中，我们成长自己。

景，寻找更好的咖啡豆。

哈福沙Harfusa、哈玛Hama、碧洛亚，皆采用水

2018新年伊始，铭氏的寻豆师们再一次背

洗，但亦有少量绝品豆刻意以日晒为之，增强迷

起行囊，前往非洲咖啡豆最大的出产国之一的

人的果香味与醇厚度。这些山间小村雾气弥漫，

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人类与阿拉比卡的摇

四季如春，夏天微风徐徐，凉而不热，雨而不

篮，它虽然地处热带地区但海拔较高，气候比非

潮，冬季亦不致寒害，孕育出独特的柑橘与花香

洲各国凉爽、水资源丰沛、物种繁浩、百花盛

的地域之味。咖啡树多半栽在农民自家后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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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榕咖啡
文_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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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自云南普洱，刚刚大学毕业，去年

更适合咖啡树生长的地方，我们的品种主要以

出现差错，否则一切都会白费力的，所以无论

才加入咖啡爱好者行列，父亲和母亲

Catimor P3、P4为主，糖分高、风味佳。

刮风下雨，或是面对棘手的问题，她依然坚持

都是从事咖啡行业多年的咖啡种植

云南的咖啡种植是一年一季，产季集中于每

亲自带领当地老百姓完成咖啡的加工，直至今

者，我们的庄园叫做“孟连苡榕咖啡种植园”，

年的11月至次年的2月，每到产季，母亲会独自

日已经将近15年了，如今当地350余户老百姓

是本地精品咖啡产量最高的供应商。2017年一

驾驶皮卡车到孟连海拔在1,300 - 1,600米的拉祜

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从山下到山上泥泞的道

个偶然的咖啡手冲壶大赛，让我对咖啡产生了很

村驻扎，直到产季结束。她必须亲自参与并监督

路扩建后变得更加畅通，水电畅通，吃行住都

大的兴趣。我开始学习与咖啡种植加工相关的知

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带领350余户农户们开始的

变得更加方便，咖农95%以上的人家都有了交

识，并且参与到自己家的咖啡加工和销售当中，

采摘，采摘的方式是只采摘熟透的红果，来为好

通工具和自己的小楼房，我们的目标是想让农

希望能把好的云南咖啡带给更多人。

质量咖啡打下基础。蜜处理和水洗处理咖啡是我

户都能够因为咖啡过上富裕生活，更想把最好

我的父亲1987年开始研究种植咖啡，是普

们的主要产品，所以在处理过程中要更加严谨，

的云南咖啡呈现给世界人。

洱第一个咖啡种植者，直至今日一直为咖啡不懈

晾晒的厚度，翻晒的时间和方式等，每个细节都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咖啡价格一直低靡，农

的努力着，带领大批农户种植咖啡。1999年12

要做到精致，冲洗的水用的也是山上长年不断的

户们没有最低保障，咖啡价格能够随着咖啡品质

月云南经历了30年一遇的霜冻，使得咖啡种植户

泉水来加工。如果半夜遇到突袭的雨，母亲也会

的提高而提高是中国每个咖农的心愿。

们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大面积的咖啡地受到严重

第一时间醒来带领员工给咖啡盖上油布，因此苡

损害。但后来父亲又动员群众再种，那时候父亲

榕咖啡成为精品咖啡产量最高的供应商都是靠大

经济虽然非常困难，但还是把2001年咖啡全部

家的努力换来的。

定植完。母亲是一名银行职员，由于父亲有了自

以前时候路况不好，在去的路上也曾遇到过

己的咖啡基地、咖啡加工处理厂后，一个人忙得

很多艰难险阻，落石和塌方时常发生，有时甚至

不可开交，在2002年她便毅然决定退出银行，

威胁到生命危险，但是这些都没有让母亲退缩，

帮助父亲一起做好咖啡事业，那是她真正投身入

当时的拉祜村，老百姓很贫困，水不通，靠担水

咖啡事业的开始。

喝，电不通，靠点蜡烛及煤油灯，粮食自给不

咖啡基地主要分布在普洱市孟连县和思茅

足，物质文化很落后，语言交流严重障碍，出门

区，从一开始的荒地，成为到现在已有六十多

是大山，没有路，就更别谈交通工具了，面对重

万棵咖啡树的咖啡种植园，每年产量1,000吨到

重困难都没有减弱她对咖啡事业的热爱，尽管父

1,500吨左右。我们常年坚持使用堆肥，杜绝化

亲也很心疼母亲，可是母亲依旧坚持要完成这项

学农药的污染加上云南四季如春的气候，并且普

已经开始的事业。

洱这个地区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势北高南

她的性格是做了一定要做到最好，一定要

低，土壤和常年不断的山泉水使我们产区成为

坚持下去，在咖啡加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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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fits of direct sourcing
直接贸易的优势
文_Eric Baden  林德恩
      咖啡公社 / Coffee Commune

当

我开始从事咖啡烘焙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因素会影响
到烘焙的品质。这种“无知”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加快学习的脚
步，让我能够循序渐进，逐个掌握不同的烘焙领域。随着时间的流

逝，我的烘焙经验不断加深，但从不会自满，因为我知道自己随时都会在烘
焙新的咖啡时遇到难以解释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对每一次烘焙都进行了详尽的记录，这让我的数据库规
模不断壮大，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找出自己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
生豆水分含量发生了变化、烘焙曲线制定有误、起始温度没有达到标准、
对流速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还是炉子转速存在误差。这些数据的确帮我解
决了很多困扰了我许久的问题，但这仍非是我迄今所遇到问题的全部。

好咖啡从好咖啡果实开始
作为精品咖啡烘焙师，我们都极力追求最佳的烘焙品质，因此会花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购买正确的设备或改变烘焙曲线，以更好地保证烘焙品
质的稳定。我们会在网上或课堂上分享我们的经验与智慧，我们会抓住一
切机会与冠军咖啡师开展合作。
这些做法都是完全正确的，的确能够让我们离目标更进一步。但如果
我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烘焙过程上，就很可能忽略了一个最基础、也是最

藉，凭借标准化的分级、杯测和样品烘焙技术确保咖啡品质符合要求，但

重要的问题：最好的咖啡要从最好的咖啡果实开始。这听起来理所应当，

你是否想过，这一切或许都是假象。

但做起来难上加难。我们或许能够从所谓的信息透明和品质监控中寻找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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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杯测、分级和样品烘焙是无用的，相反的，如果没经过上

述环节，我们的目标将永远无法达成。精品咖啡工业对咖啡品质要求的不
断提升源自于美国精品咖啡协会（SCAA）首次提出了精品咖啡评级标准，
以及咖啡品质协会（CQI）首次为专业咖啡品鉴师颁发认证，即 Q-Grader
认证系统。
但除了这些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品质监控系统以外，我们仍很难确
保所有买来的生豆在烘焙之后都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标准。这或许跟现行的
品质监控方法存在的缺陷有关，咖啡并不是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我们没
法对其整体进行全面检测，只能检测一小部分的样品，而剩余部分的质量
是完全未知的，我们没法确保所有咖啡品质都完全统一，甚至无法保证每
一批咖啡是否真的产自同一处种植园。
虽然人们已经在产品信息可追溯性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所谓的
追溯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其实是生豆买家、卖家和加
工者所提供信息的综合，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购买的所谓统一加工厂
所产的咖啡，在运输到加工厂以前，就已经与其他种植园的咖啡混在一起
了。在原产地，加工厂每天都会从不同的种植园那里进货加工，但他们并
不知道每批果实的准确来源。虽然生豆包装上印有“单品”字样，但事实
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作为生豆买家，我们在购买了生豆之后，
更无法得知这些咖啡是否是同一时间采摘、生长在同一微气候和土壤环境
下的，因此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多次检测同一批咖啡，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口
味特征。
作为烘焙商，我们只能信任生豆进口商和供货商所提供的杯测分数、
口味描述，以及海拔、豆种、种植园、产地等信息，这种信任是完全盲目
的，存在着很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通过生豆了解烘焙的边界
你或许已经猜到，我写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为了引出直接贸易。
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烘焙的品质，就必须尽全部努力，更多的去了解
咖啡生豆。简单来讲，了解了生豆，你便了解了你的烘焙边界。为了了解
生豆，不仅要仔细阅读供货商提供的信息，知道生豆的准确来源，它的种
植海拔、土壤环境、微气候环境、是否是斜坡种植，是否有树荫遮蔽。必
须知道种植园的详细情况，植株的密度是多少，种植者是如何剪枝、掘根
的，如何控制害虫和疾病。必须知道人们在采摘和分拣时使用了怎样的标
准，标准执行情况如何，以及新鲜果实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加工厂。需
要知道种植者采用了怎样的技术确保微批量咖啡品质的独特性，相关信息
是否在此后的加工过程中仍可追溯。必须知道人们是否会在脱壳之前对干
燥果实或羊皮纸咖啡进行分拣，脱壳采用了怎样的技术，包装和贮藏的方
法又是怎样的。
这些信息只有当你亲自来到种植园时才能知晓。虽然频繁走访原产地
种植园成本很高，但从我个人的经历和收获，从维护与种植者之间关系和
保证烘焙品质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绝对物超所值，其好处主要有三：
★亲自来到种植园能够大幅加深你对咖啡的理解，你将从中准确得
知咖啡在烘焙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反应，成熟时间是多久，口味特征是怎
样，这些一手信息会解开你的一切疑惑，能够让你更加轻松地找出最为正
确的烘焙方式。
★与种植者建立个人联系能够在彼此间建立更多的信任，种植者在得
知你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他们的劳动成果时，将更有动力为你提供更高品质
的咖啡。当他们得知你能够发挥咖啡的最大价值时，种植者们眼中闪耀的
骄傲与喜悦将令你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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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咖啡贸易模式当中，烘焙师和种植者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二
者之间的互动需要通过多道中间环节，互动的唯一方式便是买卖。几百年
间，这种模式的不透明性给咖啡种植产业带来了巨大伤害，令种植者们在
全球咖啡总需求量日益猛增的同时，却深陷贫困。
小型独立种植园或许能够生产出品质出众的咖啡，但由于产量有限，
且缺少市场渠道，很多微批量咖啡会被混进其它品质更低、产量更大的咖
啡当中，为这些种植者、烘焙师和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的机会就这样在流
失殆尽。
而通过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种植者和烘焙师之间的直接互动可以创
造更多契机，这种模式能够打破固有的贸易循环，为彼此间创造更多相互
沟通、彼此信任的机会。作为烘焙师和杯测师，我们能够让种植者有机会
亲自品尝他们的咖啡，并了解他们的咖啡为何品质比其它咖啡更为出众，
我们能够培养咖农的品质意识，并刺激他们进一步提升和改进种植和加工
方法。
只有品质的不断提升，才能换来种植者们更高的收入，从而帮助他们
进行再投资、再种植，这同时会为我们提供更为稳定的生豆来源。直接贸
易彻底打破了传统价格优先的贸易模式，转而以品质优先，以可持续发展
力为主导，为整个咖啡产业链创造更多价值。

超越直接贸易：产地个性化烘焙
传统意义上，咖啡必须以生豆形态运往终端消费市场，再进行烘焙，
但随着包装和快递技术的不断革新，这一传统模式已经被彻底颠覆，至少
对于精品咖啡来讲的确如此。
越来越多的咖啡产地开始为主要的咖啡消费市场提供产地个性化烘
焙，从而为烘焙商进一步省去了水涨船高的店面租金和税费。
最佳例子便是云南普洱，我们已经与当地的很多小型种植园合作多
年，并帮助他们建设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保证了精品级咖啡生豆的品质稳
定。在种植园当地，我们建设了精品级微批量加工厂、仓库、杯测实验
室、SC认证烘焙工作室，配备了2-20kg不同容量的烘焙炉。
这种模式对于种植者和烘焙师来讲是双赢的，它为二者间建立了沟
通互动的平台，缩短彼此间的距离，同时节约投资成本。我们还邀请了很
多其他烘焙商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将他们介绍给当地的种植者，在二者间
建立了透明、公证的合作机制。烘焙师们只需预订烘焙时间，交纳一定费
★你将能够通过咖啡，为顾客们讲述更加丰富的故事，让他们知道为
什么你的咖啡是最特殊的，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生豆品质决定了烘焙品质的稳定性

用，便可在原产地前后烘焙定制咖啡。或者也可直接将烘焙曲线发送给我
们，让我们来代替烘焙，所有咖啡都是在普洱当地包装，可在2-5天之内运
送到中国各大主要城市。

你的顾客会花高价购买你所烘焙的咖啡，因为他们知道你的咖啡风味
独特，口感极佳，味道平衡，符合他们的口味，正是因此，你必须保证每

作者简介

一批烘焙的咖啡品质稳定。在电子化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精准的电子系统

Eric Baden是一名在中国生活了20年之久的德国人，作为一名烘焙师，

控制和重复最佳的烘焙方案，从而彻底消除人为因素对烘焙过程的影响，

他成功取得了Q-Grader认证，并在过去6年间成功将咖啡公社（Coffee

而这恰巧说明了，生豆品质是决定烘焙品质的关键。

Commune）打造成为了全价值链运营平台，致力于从豆子到杯子，制造最

通过与种植者建立个人联系，从种植园直接采购生豆，能够最大程度上

高品质的咖啡。Eric希望每一位与咖啡公社合作的人都能够享受咖啡与生

保证生豆品质的稳定，从而确保烘焙品质的可重复性。通过直接贸易，你能

活的快乐，并努力改变这个世界。通过与云南小型种植者建立直接贸易模

够确保咖啡永远产自同一片土地，每一批咖啡都是在同一时间，被同样的人

式，种植者们得以不断提高生豆品质，烘焙上门得以更好地确保咖啡品质

以同样的标准采摘、分拣和处理的，期间不会有任何中间商的干扰。

的稳定，来自全世界的咖啡爱好者们则能够通过Eric和咖啡公社的努力，享

因此，加大维护与种植者之间的直接贸易关系，有利于提高顾客的满
意度和忠实度，从而提升烘焙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

种植者与烘焙师之间的联系能够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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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更加美味的咖啡，并为种植者、烘焙师、当地社会和消费者自己创造更
加公平、值得尊重的合作关系。联系方式：eric@coﬀee-commune.com，微
信：strongoak。

过去与未来
的融合
方式数不胜数
但只有一款咖啡机
将经典与创新
完美注入您的杯中

电子控制系统
4.3 英寸触摸屏
全自动控制程序

Photo: Matteo Valle

手动控制系统
预浸泡和萃取时间
可随手掌控

Giugiaro Design

外观设计

飞马 E71 咖啡艺术的最佳诠释
科技与传统从未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
经典产品 E61 久经时间历练，铸就全新震撼力作、
E71，滴滴精粹间，满足您对完美卓越咖啡品质的挑剔品味。
Cimbali Group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星珂（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3507B, Changle Rd.989, Xuhui District, 200031 Shanghai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 世纪商贸3507B，200031
+86 (021) 62599982 shanghai@gruppocimbali.com

e71.fae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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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Roasting
咖啡烘焙，

is My Chosen Life Long Career

我毕生致力的志业
文_赖俊智
       翰鸿企业有限公司 创始人

在

我七岁那年的夏天，某天中午父亲开

副产品，西德制机器保养时的沉重感，则又是一

车载我下课，上车后就一路开往公

则咬牙切齿的日常重复行程。

司，那是我第一次去公司。下车进屋

当时对烘焙色卡其实是排斥的，因为每种产

后只看见一个长长的吧台，台上好多个圆形玻璃

地不同的豆种在同一种烘焙度的颜色是不同的，

壶，屋内桌上都有一个杯子，进门后的右边有个

水洗、日晒、半水洗日晒、Robusta、Arabica，

房间，走进去一看，有一台长得很奇怪的银色大

所以颜色、爆裂程度、失重比、体积等等，都是

机器，下方有个大大的槽，中间是个看似圆筒横

客户端验收的几个准则，当然最后还是试煮。

置的装置，面上有个小玻璃窗，里面看到有深色

Espresso Machine 在那时代是稀少的，更别提及

的圆形颗粒物在不停急促地滚动。房间内有种说

标准化的冲煮流程，所以在工厂下班后，便会骑

不出的闷热，但不断旋转的圆槽就像漩涡图案、

着机车，带着咖啡豆到台北市内的咖啡设备商那

吸引着我一直目视关注它，之后回到吧台时桌上

进行试煮，若干年后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这些

也多了一个杯子，叔叔帮我加了糖及奶精，问我

咖啡前辈的不吝啬，愿意在无利益关系下让后辈

喝不喝咖啡？我说好。

学习，开放的心态是最良好的学习典范。

第一次觉得人生的苦真的不好受，即使加

32岁那年，离开了熟悉的咖啡工厂，进入

了半罐糖，依然是说不出也说不完的苦，最后还

了连锁店的营运部上班，也从生产者进入了面对

是父亲举杯、将这杯糖水咖啡一饮而尽，这是

末端消费者的最前线。国外新品导入上市、营业

1980年我与咖啡的第一次接触。

额管理、人事管理、门市教育训练、国内新商品

19岁时，因工厂需要人手，而我对白天的

开发、门市设备维护、品牌营销，最后再加上一

建筑工作也无热情，便被抓回工厂上班，中国人

个无所适从的加盟主管理。在众多有趣的工作范

的传统教育只能唯双亲是从，然而在那个信息未

围中、入店经营是最让人感受到无比热情的部

开的年代，我们能了解的咖啡信息均来自日本与

分，每天早餐时段、都会有很多的熟客与你打招

传统，1993年的我每天与自己同年纪的 Probat

呼，而当你前一天早上不值班时、隔天他便会提

UG22一起工作，纯机械的操作界面加上日式

醒你、他昨天也有来喔、呵呵，这该也是咖啡的

烘焙技术，唯一有趣的是机器铭牌上的制造地

温暖吧。

Emmerich，和堆得像山一般高、来自于世界咖啡
环状带的各国咖啡生豆。

店铺周遭商圈的改变或公共建设的施工，都
会影响到门市年度营运的目标达成，往往需要前

厂务端的生活从进生豆、堆栈入库、安排每

年的第四个季度预估计划中就须提出解决方案，

日烘焙工作流程、机器清洁保养、测试已烘焙咖

或许是新商品的刺激也或许是折扣的组合，无论

啡等等，因为是小型的加工厂，所以这些工作均

如何总会需要抱持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去做好规划

不假他人之手，事必躬亲这句话就变成了唯一的

与服务。其中有趣的是，左右营业额的产品以食

准则，当遇到拆货柜入生豆时，总会觉得咖啡的

物为主，而咖啡商品的销售量却无太大的改变，

浪漫是一袋又一袋沈重的负担，而汗水是主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咖啡饮品数量骤减，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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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该门市的QC（质量监控）出了问题，咖
啡饮品饮用的习惯性，客户会很真实的表现在销
售数字上让你知道。
数年内，经历了日系连锁品牌及法系品牌的
咖啡馆经营管理经验，贯穿其中的就是咖啡生活
饮品，人们对于一杯咖啡在手上存在，是一个精
神与日常的必需品，风味的品鉴完全无损需求，
它提供了片刻安宁与精神粮食。
2009年的最后一天，因Taipei 101延长跨年
当日营业时间，经理便责无旁贷负责最后闭店工
作，当我关上最后的电源、走出 Taipei 101已是
23:30，楼外的大批人潮刚好跟我都反方向，颇
有时代剧的场景感受，步行至台北仁爱圆环时，
Taipei 101已经在释放跨年烟火，转身望着缤纷
烟火处，Happy New Year 2010，这是我餐饮连
锁工作的最后一年。
在DKSH Taiwan HOS面试时，总经理询问
我，希望公司给你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去
德国原厂受训”，Wandy笑着说只有这件事吗？当
隔年踏上Probat位于Emmerich的总部时，情绪当
然难以言喻，泛黄的瓷质铭牌原来是来自这里。
课程上与目前SCA Roaster差异不大，但其中发现

富，同时也贴身了解到澳洲与北欧的精品咖啡市

及变因产生，或许是因为Loring是在无历史沉重

对商业上的研究非常惊人，同时也了解商业产能量

场与精品咖啡馆经营模式，在咖啡日杯数与消耗

包袱之下、所以才能用创新来诠释新一代的咖

化的问题、需要更高视野角度来重新学习。

量的比较下，与亚洲市场确实有着不小差异，但

啡烘焙机。

咖啡豆烘焙技术与咖啡烘焙机的制造技术，
两者均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养成与经验值累积，追

相同的是，咖啡均为日常生活饮品，密不可分的
习惯性造就了量体的展现。

中国的咖啡市场进步是跳跃式，有着十足
的潜力，回到咖啡烘焙本质工作，跟大家分享一

求的是每次稳定可控制的咖啡豆烘焙，机器的成

2016年，在某一次台北的会议中询问我对

些观念，工厂端机器的选择需要做十足与前瞻的

熟度与稳定度可以让烘焙师更容易达成这个要

Loring Coffee Roast热风式烘焙机的看法，在经

规划，以北欧及美国精品烘焙坊来说，每周烘焙

求，但烘焙师一辈子能够使用的烘焙机却非常

手这些欧美品牌的烘焙机中，Loring是我没使

工作约为二至三天，也就是假设每月需生产一吨

的少，因为成熟的机器只要在良好的保养之下，

用操作过的咖啡烘焙机，但2015 World Coffee

以上的熟豆，你的机器选择需要15公斤等级的

其使用年限是意式咖啡机的数倍之上，另外在产

Roasting Champion Audun sorbotten对Loring是非

机器。很多人对此无法理解，第一是为了减少烘

能规模的计划考量也需要有足够的远见及执行能

常的推崇，欧洲第一台的 Loring 是他当时上班的

焙不同批次的失误，第二是赋予烘焙师更多不同

力。还有实验室的设立、采购与测试样本或者开

烘焙坊所使用，60kg以下纯粹的热风机在市场上

的准备工作、如产品测试、样本测试、包装、筛

发咖啡新品项，均需要完整的模拟，才足以提供

并无太多品牌，大部分也为阶梯式火力控制，无

选、客户端产品测试、甚至专业受训等等，另外

后续生产上所需求的参考信息，并可提供客户稳

法像半热风直火机能调整燃烧器火力比例，再加

容量小的咖啡烘焙机其实生产目的为提供测试样

定的咖啡产品保障。

上循环热风及除烟后燃烧器，就唯有Loring。

本，并非量化生产，若你把咖啡烘焙当成是最终

2014年第一次参观了上海酒店用品展，

一 个 月 后 随 即 飞 往 位 于 Ca l i f o r n i a S a n t a

与台北展会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规模与厂商的数

Rosa的Loring总部进行拜访，在数天的交谈与

咖啡烘焙工作之所以有趣，在于每次的咖

量，同年也自己成立了Coffee Consultant，营

参观中，我们了解到创办人对Loring的设计理

啡烘焙均是转变，一批生豆未烘焙完成时，谁

业项次为咖啡豆生豆期货采购、咖啡豆熟豆贩

念及精神，其实就如同Loring Smart Roast的字

也无法肯定冲煮后会给你带来多少惊喜，但现

售、咖啡机及烘焙机等相关设备买卖及维修，

面意思，真的是相当聪明的机器，在我的理解

实是若无良好的原料，我们也无法凭空创造出

大概就是把自己最喜爱的兴趣当成了工作，主

之下，Loring就等同是iPhone，Loring对于烘焙

咖啡没有的风味，遗憾的是再良好的器具与经

旨核心显而易见。

工作选项，此观念非常重要。

师非常友善，除了咖啡烘焙本身的工作外、清

验丰富的烘焙技术人员，也无法将缺陷风味掩

隔年协办了由Roasters烘焙家主办的2015

洁与安全系数均非常出色，后燃机提供循环热

盖。但就是这些变因让烘焙工作者愿意一次又

WBC Champion Sasa Sestic访台分享会以及

风，所以使用上比一般加装后燃机的烘焙机机

一次的去尝试解开咖啡风味之谜，所以在此乐

2015 World Coffee Roasting Champion Audun

种更能有感减少煤气用量，最吸引的是无氧烘

趣无穷工作之中，让我们将咖啡烘焙成了毕生

Sorbotten北欧式烘焙研讨会，课程资料非常丰

焙，它避免了在煎焙时过度不可控制的烘焙味

致力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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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Career
from

Loving Coffee

因为爱咖啡
找到事业
文_周南
三豆客创始人

机型 Elite12

觉得咖啡是一个能够寄托情感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因为爱好咖

LOGO的颜色如果选择咖啡色的话，视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最早

啡来做咖啡烘焙机的，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烘焙来享受

用的是暗金色，16、17年的时候，扁平化平面设计趋势更强，所以LOGO

一杯自己创造出来的好咖啡的乐趣。

就变成现在的白色，简单的三颗豆子加上品牌的英文名称，这就是三豆客

我

如何开始烘焙机生产的?
我毕业以后在中核集团的秦山核电站上班，负责核电站运行期间所需

的LOGO。

第一件产品

零部件的采购。国企的工作不是特别忙，因为喜欢咖啡，开始玩手冲、意

其实我自己是从2011年开始有制造烘焙机的想法，那时候在秦山核电

式，然后就开始了解烘焙这块，我认为这是咖啡最重要的一部分。刚开始

上班，下班回家后自己在电脑上查资料、做数学建模，真正的开始做出第

在家玩手网，用手网烘焙厨房里全是银皮，同时也不稳定，所以就种草了

一台产品是在12年，第一款产品就是烘焙量100-700克的R500系列。

烘焙机，小富士的Discovery 200当时还挺贵就没买，仔细看机器里的零部

第一台机器的销售有个很有趣的过程，我们在一个论坛上跟大家分享

件我都认识，所以就想着自己也可以做一台。刚开始想法比较冲动，觉得

做第一台机器这个事情，有个朋友就问能不能购买，我们就想到做一款出

不难就开始思考包括后面做设备的环节，正好我们几个朋友是985高校毕业

来之后销售，做好后拍完照发给客户，告诉他这就是他的机器，他也挺满

的，工科背景比较强，就开始考虑烘焙机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实际开始之

意的，但后来我们自己想想不行，这个东西还不够好，于是就把第一台机

后就发现没那么简单，我们研究了许多资料，从咖啡豆的运动分析、热能

器扔一边，跟他说了又给他重新做了一台。第一台和第二台之间差别特别

传递、气流在烘焙中的影响等等；工科生的强迫症，在完成基础分析后我

大，就是第一台看得过去，也肯定就值那个很低的价格，但我们自己觉得

们就开始做数学建模，然后软件建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一款烘

好像有点看不下去，就全部推翻又设计了一遍，重新做了一台给客户，这

焙机就是无轴内锅，我们做建模时候发现小锅炉中间有轴的话，咖啡豆的

就是我们销售的第一台机器，这位客户现在还用着这台机器。

运动轨迹就会被破坏掉。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量化生产，也没有实现量化生产的能力，我们发展

品牌和LOGO的诞生

的几年中一直碰到产能的问题，交货时间延后的很厉害，当然现在已经实

做这个事刚开始就我自己，后来的合伙人都是我的同学或其他合伙人

现了批量制造。我们自己就是从发烧友出发来做烘焙机，虽然每年持续的

的同学，因为有一个阶段核心合伙人就三个，所以那时我们给品牌起名叫

研发投入巨大，但还是坚持高性价比的定位，让爱咖啡的小伙伴们有更好

“三豆客”，在设计LOGO的时候也以“三”为理念。

的选择。所以小R系列的三款机器：R200、R300和 R500，都是一公斤以下

我花了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在想LOGO的设计，它肯定要和豆子相关，很

的设计，为小咖啡馆主和发烧友设计，这几款机器都是无轴内部和远红外

自然的想到了三颗豆子，但这三个豆子怎么排列组合呢，苦想了一周后，

的陶瓷层的设计，同时拥有我们最先进的烘焙机技术，我们努力提供超出

在洗澡的时候想到了现在的设计思路，就是让它有一个旋转的感觉，你看

用户预期的好产品。也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小R系列巨大的销量很好的均

我们的LOGO上其实每颗豆子都有一个15度角的倾斜，同时三颗豆子是围绕

摊了巨大研发投入。

中心点处于一个旋转的状态，像是个动态的、蓄势待发的感觉，这也跟咖
啡豆在锅炉里面旋转的含义相同。LOGO中的咖啡豆是按照黄金分割比来设
计，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发现跟蓝山的豆型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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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全自动烘焙机
第二个比较有代表的时间点就是推出全自动烘焙机的事情。最开始创
业的时候就想做全自动烘焙机，因为这个是代表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理

工男的天然目标。
研发过程中真是困难百出，烘焙机这个产品还是挺特殊的，我们开始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没什么人知晓烘焙机，国际上它也是个非
常小众的产品，即便是工业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方案，也基本上找不到可
以适用烘焙机的，所以一切是从零开始去设计技术方案的。当然参考国外
产品的技术方案是条捷径，但是他们的技术方案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
比如说，目前进口产品的技术方案实际用的也是工业上通用的一个设备，
而不是专用的设备，大家碰到的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烘焙机没有专用
自动化方案。我们也陆续选用了西门子零部件，但是对于烘焙机专用的核
心部件，例如温度检测、火力控制、排气控制、排气检测这些还是有很多
东西是不太适用的，底层的控制系统由其如此。

烘焙机烘焙系统设计

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了让机器的控制核心稳定，如果我们

我们有很多东西在最初研发的时候会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烘焙机的

定位全自动系统生产用途的目标的话，稳定是第一位。后来我们用了一款

烘焙系统设计，设计时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建模，所以你可以看到 R500的

航空级的芯片，包括航空级的底层控制系统，因为整个工业领域里面，除

核心烘焙系统一直有延续性。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烘焙赛，烘焙师用自己的

了核电就是航空对稳定性的要求最高了，飞机在天上任何系统几乎是不允

机器参赛，R500的获奖情况非常的多，我们也注意到这些获奖的情况中，

许故障的，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这样一个底层的系统和芯片来做我们烘焙机

有新的 R500也有不少旧的 R500，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我们在内部设

的控制系统，基于这个控制系统的出来的全自动烘焙系统，会有更强的可

计上做的工作是成功的。

靠性和性能。
我们推出来的第一代产品用的就是这个控制系统，第二代又做了优化。

在R500推出后不久我们就继续研发了远红外内锅技术，这个技术在烘
焙机内锅表面等离子喷涂陶瓷层。陶瓷层的导热系数低，起到一个缓冲的
作用，让内锅的保温性能更强、更稳定，同时在大火烘焙的时候有效的隔
绝有害的高温。同时陶瓷层也会在烘焙中释放红外线，热能穿透咖啡豆。
所以像 R500系列有陶瓷涂层的内锅始终会处于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烘焙
师可以更自由的操控火力而不必担心容易出现夹生和焦苦味。

2018年我们的展望
国内的用户比较推崇进口产品，这是因为早年间国产产品质量不太稳
定，有很多客户问，我们是不是台湾或进口的，他们可能觉得一个好产品
不太可能是国产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客户强调，三豆客是中国品
牌。其实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全球许多领域最好的制造能力已经沉淀在中
国，中国制造产品的品质和设计也慢慢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可，我相信我
们也是在当中不断去努力着，提升大家对中国品牌的认可。
我们一直在构思一个家庭使用的小型烘焙机，现有产品 R200应该就是
一个比较合适的产品，它虽然小，但在内部控制、火力和排气这些核心烘
焙系统上没有做任何的缩减，这是一款小巧而强大的产品。虽然烘焙机整
个制造的成本是挺高的，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发烧友能用更少的花费体验
亲自创造一杯好咖啡的乐趣。
第二个想法就是在专业产品上，我们现有的全自动系统已经非常的完
善，接下来会把全自动系统部署到1.5以上的机型上面去，也会开始制作
60、150和120公斤烘焙机的设计。我们一直以来是伴随着客户一起成长
的，最开始的 R500这个系列产品的用户，很多就是小型的咖啡馆、精品咖
啡的爱好者，这几年下来有些客户都成长为了非常大的烘焙商，还有很多
客户包括一些早期客户，后来陆陆续续在各类比赛中获过各种的奖项，包
括世界烘焙赛等。
我们有许多的小伙伴们，从R500开始，到R3、R12，一点点开始自己
的事业，逐渐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想象，越来越多的好咖
啡是使用三豆客的烘焙机出品。所以，这是承载我们精品咖啡梦想的最好
的事业。
好咖啡、三豆客烘焙！

25

Collective
ROASTING SOLUTIONS

共享烘焙
的解决方案
文_Amadeo Vazquez

26

N

awar是Dela France Cafe的所有人和

由于悉尼政府对新设烘焙工作室进行严格

的，他们必须知道哪些变量会给咖啡的口味和品

首席烘焙师，关于他的咖啡职业生

控制和审批，许多咖啡厅很难实现自己的烘焙梦

质带来怎样的影响，例如对流速度、烘焙时间和

涯，他是这样说的：“起初我曾在

想。此外，烘焙设备的价格和维护成本高昂，这

火候等。共享烘焙的独特之处在于，大家采用的

也为很多人追求烘焙梦造成了巨大阻碍。

烘焙方法都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

Dela France Cafe（咖啡馆名称）做过面包师。
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磨豆机和粉锤是一体化的，

同时，即便你有足够的资金，并且获得了

极为丰富的烘焙知识和烘焙风格，这也正是CRS

当时我们的店中也有一台，我便向店主询问是否

审批，你也必须寻找专业人士的辅助和指导，

成立的初衷之一，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更多烘焙师

可以教我如何使用意式浓缩咖啡机，他欣然答应

引领你走上正确的烘焙道路，从他们那里你能

去表达自己对于咖啡烘焙的理解，帮助他们的事

了我的请求。我对咖啡十分着迷，在我的故乡，

够获得宝贵的关于烘焙、设备和如何处理供货

业取得成功。

咖啡几乎无处不在，咖啡就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和

商之间关系等领域的宝贵知识，这对于今后你

文化当中，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否能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此外，对于生豆的理解和分析同样至关重
要。通过收集和分析生豆水分、温度、密度等数

我的第一台烘焙炉是在家中使用的Hottop Coﬀee

而共享烘焙能够帮助更多咖啡厅经营者和

据，你才能更好地决定何时停止烘焙、烘焙需要

Roaster，之后我还为Smith St和Circa Espresso

咖啡师突破经济层面的限制，实现自己的咖啡

多久、对流需要多快、炉温需要控制在多少度、

工作过，并成为Brewtown Newtown的首席烘焙

梦想，创作属于自己的专属产品，从而获得更

烘焙批量应当多大等等，每一种咖啡都必须使用

师。回首过往，我认为我今天所取得的成功离不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同的方法进行烘焙。

开往日的丰富经历。如果没有那些关于烘焙设

关于共享烘焙的建立和选址

关于CRS的未来计划

备、软件、生豆、杯测等的宝贵知识，我是无论

共享烘焙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过程的服务

Nawar是这样说的：“我们想在CRS名下

如何也无法达成今日的成就。从过去的经验中，

和支持，你完全可以空手而来，而走的时候，

成立一家咖啡厅，此外，我们还将努力让更多

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那便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

你可以带走自己亲手烘焙的咖啡。

人享受到烘焙的乐趣，今后，我们将着重加强

名出色的烘焙师，首先必须成为一名出色的咖啡

每位客户都有指定的烘焙时间，可以在店

关于烘焙的教育，并让更多烘焙师和咖啡师有

师。了解咖啡萃取、冲泡的方法和理论能够加快

中储藏生豆和所需设备，我们的店员还会帮助

机会接触到产业链上游的供货商和种植者。我

我对烘焙知识的学习，同时也是 CRS 品牌取得

他们称重和包装。客户可以从我们这里购买生

们想要为更多人揭开咖啡烘焙的神秘面纱，让

成功的重要基础。”

豆，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接与供货商联系，自己

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咖啡烘焙。我们将组织一

进行采购。

系列与烘焙有关的培训课程，内容将涵盖生豆

悉尼市场对于共享烘焙的需求
对于共享烘焙这一理念，悉尼市场有两大得

CRS的空间设计完全符合高水平烘焙工作

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悉尼有很多咖啡批发商想

室标准，拥有独立的运货和卸货区域、QC 杯测

我们同时希望能够主办James Craig的Learning

要成立自己的烘焙工作室，并需要更好的烘焙设

工作室、生豆仓库、生产车间等等，唯一的区

Curves系列课程，该课程对于所有想要学习咖

施；其次，这里有大量的咖啡师、咖啡厅经营者

别是可同时供多人使用。

啡烘焙的人来讲都不容错过，它能够为你提供

加工、烘焙软件操作、咖啡冲泡等各个领域。

和家庭烘焙师想要增进对咖啡烘焙的理解，并渴

从共享烘焙中学习到的烘焙心得

所有关于咖啡烘焙的知识和技巧，帮你在成为

望能够得到实操练习的机会。

对于烘焙师来讲，了解烘焙设备是最重要

一名成功烘焙师的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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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秒。
研磨：咖啡粉研磨得更细，水萃取咖啡风味
的能力就越强，咖啡粉过细，会给咖啡带来烧焦
味道。
水温：温度超过96度的水很容易灼伤咖
啡，因此在冲泡咖啡前，一定要记得检查水温。

存货一定要保持新鲜
咖啡可不像其它食材，一放就是几个月，一
旦打开包装，它的保质期只有不到一周时间。虽
然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一个月，但咖啡爱好者们坚
信，咖啡越新鲜，品质就越好。
一定要将咖啡豆储藏在凉爽、避光的地方，
但不是冰箱。远离外界嘈杂和震动（临街或音
响），同时要记录存货的进货时间，以及打开包
文_Gabrielle Quinn
      Profitable Hospitality, Account Manager

装的日期。

要用高质量的牛奶
一定要优中选优你所使用的牛奶，豆奶、杏
仁奶、椰子奶和其它代奶产品也是一样，不同品

决

定开咖啡馆的确是件好事，但首先你

水或软化水（去除所有矿物质），你的咖啡将

牌的低脂或全脂牛奶味道差别很大，一定要多作

必须懂得区分咖啡的好坏，否则咖啡

平淡无味。

比较，谨慎选择。

的最大障碍。

同时，要参考咖啡机生产商给出的建议，向他们

清洁的咖啡机使用寿命更长，所制作出来的

询问是否需要使用瓶装水，还是可以直接使用自

咖啡品质也更高。在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咖啡

来水，具体选择要视所在城市水质而定。

粉中的油脂便会凝结在咖啡机的内部管道和出水

的品质将始终成为摆在你和顾客之间

线上餐饮业服务咨询平台Profitable
Hospitality创始人Ken Brugin认为，咖啡的好坏是
评判一家咖啡厅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一
杯品质不合格的咖啡随时都可能毁掉咖啡厅的品
牌形象和声望。

水的理想矿物质含量应当为150-200ppm，

唯有精品烘焙体现咖啡独特风味
避免商品级的咖啡！任何大规模批量生产的

虽然表面上看似清洁，但内部存留的油脂会
极大影响咖啡的口味，给咖啡带来额外的苦味和
烧焦味道。

“一定要从可靠的货源订货，烘焙炉和咖啡

或许对于大型连锁品牌来讲很重要，但对于我们
这些精品独立咖啡馆来讲是完全不可取的，这不

真正高品质的咖啡。”Burgin先生表示。

利于保持咖啡口味的完整性。

“同时，在开业以前，一定要聘请高水平

如果可以，最好选择从小规模的精品咖啡烘

的咖啡师，从一开始就为顾客打造高品质的咖啡

焙商那里订购咖啡，订购周期要尽可能短，每次

服务，这有利于树立咖啡厅的品牌形象和自信

订购的量不要太多。如今，许多咖啡馆都遵循每

心。”

周订货的原则，并会每周推出“本周特选”咖啡

懂得如何分辨咖啡的好坏，知识是你获得成功最
有力的工具。”
今天，就来与大家分享分辨咖啡好坏的几个
小窍门。

水质不好 = 坏咖啡
咖啡92%以上的成分是水，如果再加上考虑
咖啡机的保养和维护，水的重要性的确超乎你的
想象！必须了解你咖啡厅所使用的水的矿物质含
量，因为在高温环境下，将咖啡精华口味萃取出
来的，正是和水中矿物质含量关系密切。

进行轮换，这是维持顾客好奇心的关键，同时能
够体现出更多咖啡的独特口味。
通过品尝不同口味的咖啡，你和你的咖啡师
团队还能进一步增进对咖啡的了解，记得要与顾
客分享对咖啡的理解和感悟，这会让顾客更有参
与感，有利于树立咖啡厅的权威性。

烧焦的咖啡很容易被发现
咖啡厅的大忌便是烧焦的咖啡，咖啡烧焦主
要有三点原因：时间、研磨和水温。
时间：意式浓缩咖啡制作时间超短是有原因
的，如果高温的水与咖啡接触时间过长，会使咖

因此，为了做出高品质咖啡，水中的矿物

啡带有浓浓的焦糊味和异常的苦味。冲泡意式浓

质含量应当达到一定标准，如果使用的是蒸馏

缩咖啡的标准应为单杯咖啡（30ml）冲泡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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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部分。

食物，其口味都将是一成不变、毫无特色的。这

机的品牌一定要用最好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出

“虽然这些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但你必须

确保设备清洁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咖啡厅经营建议，请登录
我们的网站：proﬁtablehospitalit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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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咖啡化学成分的奥秘

Exploring Coffee’s Chemical Composition
文_Joseph A. Rivera
      食品化学领域专家、coffeechemistry.com 公司研发部总经理

很

多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但

中发现这种奇妙果实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用火烘

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种神奇饮料究竟

烤能够大幅改变咖啡的化学结构。虽然咖啡已存在

有多么复杂。虽然如今我们很容易便

数千年之久，但直到半个世纪以前，科学家们才真

能将咖啡与其它饮料区分开来，但在过去并非如

正弄懂了咖啡中究竟含有哪些化学物质，如今人们

此。纵观历史，咖啡的物理存在形式经过了多次

已经在其中发现了近千种物质，相比之下，红酒和

转变，从一开始埃塞俄比亚部落居民将咖啡果实

巧克力的物质总量仅有几百个，其复杂程度完全无

与动物脂肪直接混合在一起，作为能量棒食用；

法与咖啡相比。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再到后来人们将它作为茶，甚至是红酒饮用；直

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正在被人发现、理解与掌握，

到今天，咖啡才拥有了它为人熟知的形态。其
实，从起源开始，咖啡对于人类来讲都是一个不
解之谜，当人们第一次在埃塞俄比亚的野生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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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得以更好地了解咖啡的奥秘。

激效果，在其它生物眼中，咖啡因完全是一种神

咖啡因

经毒素，可能会造成一系列恶劣生物化学反应，

对于许多人来讲，咖啡单纯是承载着一种

尤其是对于昆虫和小型生物来讲。

从化学的角度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假设我们手中有100g阿拉比卡生豆，其咖啡
因含量约为1.2%（约合1.2g）。现在，假设咖啡在

神奇生物碱的媒介，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咖啡因

科学家们发现，具有强烈苦味的咖啡因是

轻度烘焙过程中损失了10%的重量，因此咖啡的总

（化学术语：1,3,7-三甲黄嘌呤）。植物中咖啡

咖啡作为一种植物数千年以来抵御外界侵害的最

重不再是100g而是90g，由于咖啡因总量没变，因

因的具体含量视土壤结构、光照、生长环境和

佳武器，这就解释了为何罗布斯塔咖啡的咖啡因

此现在的咖啡因含量约为1.33%，即90g咖啡中有

成熟度而定，至于咖啡，决定咖啡因含量的最

含量比阿拉比卡咖啡更高。科学家们相信，如果

1.2g咖啡因，也就是说，虽然咖啡在烘焙过程中损

大因素是豆种。据分析，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

昆虫蛀咬了咖啡果实，它们会为剧烈的苦味所驱

失了重量，但其咖啡因含量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单

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分别为1.2%和2.2%。此外，

逐，从而转向其它植物，罗布斯塔咖啡由于生长

位重量的咖啡因含量还会因此上升，由此，我们可

还有一种更加鲜为人知的豆种，名为利比里亚

海拔较低，害虫侵袭情况较多，植物所分泌的咖

以说，对于不同烘焙程度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多少的

（Liberica），其咖啡产量仅占全球咖啡产量的

啡因也就越多；而阿拉比卡咖啡由于生长在更高

判断完全是主观的，而非科学客观的。

2%，咖啡因含量约为1.4%。

海拔的地区，害虫侵袭情况较少，植物所需的咖

胡芦巴碱

啡因也就更少。

咖啡中另外一种被咖啡因抢了风头的生物碱

表1：不同植物中的咖啡因含量对比

咖啡因化学公式
（1,3,7-三甲黄嘌呤）

咖啡豆种

原产地

咖啡因含量
（单位重量%）

阿拉比卡咖啡

埃塞俄比亚

~1.2%

罗布斯塔咖啡

阿拉伯

~2.2%

利比里亚咖啡

利比里亚

~1.4%

茶叶

中国

~3.5%

巴拉圭茶

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

低于0.7%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习惯于将咖啡因与咖啡

既然咖啡因对于植物的存活如此重要，那

便是胡芦巴碱。阿拉比卡咖啡的胡芦巴碱含量约

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咖啡因并非咖啡所独有，它

么它是否也在咖啡的烘焙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1%，罗布斯塔则约为0.7%，虽然其含量低于

同时存在于许多其它植物当中，例如巴拉圭茶，

呢？事实表明，这种化学物质在咖啡烘焙过程中

咖啡因，但它对于咖啡在烘焙过程中口味的形成

常见于乌拉圭和阿根廷，其单位咖啡因含量低于

的确至关重要。虽然咖啡因的沸点为178度，但

至关重要。但与在烘焙过程中能够保持含量一

0.7%；再例如中国的茶叶，其单位咖啡因含量是

科学家发现，即便烘焙温度最高能达到204度，

成不变的咖啡因不同，胡芦巴碱在温度达到160

阿拉比卡咖啡的3倍。也正是因为这些植物

咖啡因的含量依旧不会发生变化，虽然原因尚不

度时便开始分解，研究发现，在160度温度环境

中含有咖啡因，才让咖啡和茶成为

清楚，但专家推断，咖啡因具有和其它物质结合

下，60%的胡芦巴碱会完成分解，形成二氧化

的能力，从而避免在烘焙过程中含量大幅降低。

碳、水和一种重要的芳香物质：吡啶，这种杂环

了全球最为流行的饮料，但
其实只有人类才会

或许很多人都认为深度烘焙咖啡比轻度烘

物质（化学称呼）对于咖啡的口味形成至关重

追求咖啡因

焙咖啡咖啡因含量更低，咖啡因随着烘焙时间的

要，由它衍生出的口味包括甜味、焦糖味、土味

的刺

延长而“燃烧殆尽”，但其实这一说法是完全错

等等，这些都是咖啡的核心风味。

误的。人们产生这一误解的原因或许是，深度烘
焙咖啡通常味道更苦，由于咖啡因是苦味

另外一种胡芦巴碱分
解的产物便是

的，人们便误以为咖啡因被“赶了
出来”，但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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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之后，碳水化合物主要决定了咖啡的口感，此

1910年被一名法国科学家发现，是咖啡由生变

外，另有研究认为，碳水化合物还和意式浓缩咖

熟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化学反应。

啡油脂的品质有关。

胡芦巴碱化学公式

当温度达到150度时，美拉德反应便悄然开

虽然咖啡中的碳水化合物种类众多，但最重

始，咖啡中的游离蛋白会和正在不断减少的糖相

要的非蔗糖莫属。蔗糖，即我们平时所食用的白

结合，产生上百种重要的芳香物质，其中就包括

糖，其含量占比在阿拉比卡咖啡中约为6-9%，

最为重要、负责产生玉米和坚果味吡嗪和吡啶。

在罗布斯塔咖啡中则更少，约为3-7%。在烘焙

这一反应还会产生能让咖啡颜色变棕的聚合类黑

过程中，绝大部分蔗糖会分解殆尽，即便在轻度

素，这与烘烤面包和煎牛排时颜色变得焦黄、散

烘焙咖啡中的分解比例也高达97%。蔗糖在咖啡

发出迷人香气是一个道理。虽然咖啡的美拉德反

烘焙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部分碳水化合物会

应决定了咖啡的最终品质，但对于其它作物，美

参与到美拉德反应和一系列次级反应当中，由它

拉德反应可能会严重影响其质量。

产生的副产品包括有机酸等等。在生豆中，咖啡

此外，蛋白质还会对咖啡的口味带来巨大

仅仅含有微量乙酸和乳酸，但一旦烘焙，咖啡中

影响。人们发现，咖啡的苦味不仅仅来自于咖啡

酸类物质含量会骤然猛增，并为咖啡带来更强的

因，更来自于美拉德反应产生的苦味物质，事实

烟酸，或维他命B3。根据烘焙条件的不同，咖

酸味。由于酸味是判断咖啡品质的重要标准，正

上，虽然咖啡因味道极苦，但由于含量很少，其

啡中的烟酸浓度最多可达到原始水平的10倍。

是因为蔗糖含量更高，人们才会认为阿拉比卡咖

苦味仅占咖啡整体苦味的10-20%。

一杯普通的美式咖啡烟酸含量约为1mg，意式浓

啡比罗布斯塔咖啡的品质更好。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咖啡化学成分奥秘的

缩咖啡的烟酸含量则是前者的2-3倍。据美国国

去年，巴西科学家刚刚发现了决定咖啡蔗糖

冰山一角，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激发起读者们对

家咖啡协会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

含量的重要基因蔗糖合酶，或许未来人们能够通

于咖啡的兴趣，引领更多人更加深入地探索咖

要喝掉3.2杯咖啡，这令咖啡成为了人体摄入烟

过基因改造的手段提升咖啡的品质。

啡的世界。

酸的重要来源。

蛋白质

胡芦巴碱不仅对于那些缺乏维他命 B3的人

蛋白质在阿拉比卡和罗比斯塔咖啡生豆中的

群是个好消息，对于那些喜好甜食的人也同样受

含量约为10-13%，其形式包含结合蛋白和游离蛋

Joseph A. Rivera是食品化学领域专家，同时也

用，最近，意大利科学家发现，咖啡能够有效预

白两种。人们发现，外界环境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咖

是coffeechemistry.com公司研发部总经理，他是

防龋齿，专家表示，咖啡中的胡芦巴碱能够避免

啡中蛋白质含量，例如不恰当的储藏方式可能会增

Q-Grader认证系统的合伙创始人之一，还是刚刚

酸类物质黏着在牙齿上，从而避免造成牙釉质流

加生咖啡中游离蛋白总量，从而损害咖啡品质。

在中国启动的Coﬀee Science Certiﬁcate（CSC认

失，因此，有些人开玩笑地说：“每天喝咖啡，
不用看医生，现在连牙医也不用看了！”

脂类
脂类物质是烘焙过程中决定咖啡整体品质
的关键。总的来讲，大部分脂类物质以咖啡油的
形式存在于咖啡果实的种子当中，仅有极少部分
存在于果实之外的咖啡蜡中。有趣的是，科学家
通过分析发现，咖啡油的化学成分与烹饪植物油
非常相似，也正是因此，大部分咖啡中的脂类物
质在高温烘焙过程中均能保持稳定。
在生豆中，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卡咖啡的脂
类物质含量分别为15-17%和10-11.5%。正是由
于阿拉比卡咖啡的油脂含量比后者高出60%，人
们才普遍认为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质更优。虽然在
过去这一说法并无科学依据，但一支法国的研究
团队最终发现了脂类物质和咖啡整体品质的之间
关联，这一说法也得到做实。人们发现，咖啡中
脂类物质含量越高，咖啡的整体品质也就越高，
因为咖啡中的大部分芳香物质都是脂溶性物质。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约占咖啡生豆总重的50%，在烘

32

在烘焙过程中，蛋白质会和碳水化合物相结
合，产生极为重要的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于

作者简介

证系统的主要发起人，他的邮箱地址是：jrivera@
coﬀeechemist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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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ll about Sensory
咖啡品鉴：一切皆与感官相关
文_ 庞伟鸿
       Hack Coffe Studio 创始人

相

信很多爱好咖啡的朋友，亦或是咖啡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谈感官，要怎么玩？

从业者，在开始接触黑咖啡（Black

什么是感官?

Coﬀee）的时候，都会很困惑。

感官是人类生活中缺一不可的技能。根据

一个简单的场景：当你去到一家咖啡厅的时

我们身体的不同器官起到的技能，我们可以将

候，咖啡师向你推荐单品咖啡，或是手冲，或是

感官区分为5个部分：味觉、嗅觉、视觉、听

虹吸，又或者是SOE(Single Origin Espresso)，这

觉、触觉。

种类型的咖啡，往往希望向消费者彰显着不同咖
啡产地特有的风味。

味觉
味觉是指食物在人的

当咖啡师向你描述一款咖啡的风味的时

口腔内对味觉器官化学感

候，比方说柑橘类风味，很多消费者都会就此

受系统的刺激并产生的一

怀疑人生。

种感觉。从味觉的生理角度分类，传统上认为只

“是不是我的感官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我喝
不到这个味道？”
但其实此时，你应该做的是，相信自己，
Trust yourself，因为味觉感官体验都是因人而
异的。
但无一例外，在品尝咖啡、酒、茶，或者是
其它一切食品，都涉及到你的感官机能。
能否辨认某个特定的风味，或是叫作气味，
都与每一个人生活中积累的感官经验息息相关。
所以无需太紧张，相信自己的嘴巴和鼻子，
如果有便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34

包含了支持功能的皮膜细胞和特化的嗅细胞。
嗅觉是一种远感，即是说它是通过长距离
感受化学刺激的感觉，相比之下，味觉是一种
近感。
“我们闻到的味道取决于我们的嗅觉，嗅
觉器官中有五千万个气味接收器，人们能够闻到
一万种气味，能够区别出的约四千种。
吞咽迫使空气上升到鼻腔内的嗅觉区，从而
让鼻腔的受体所感知。
经过嗅觉训练，将能够使你的气味辨别能力
提升一千倍。”

有四种基本味觉：酸、甜、苦、咸，但目前被广

视觉和听觉都是人类最重要的感知信息的身

泛接受的基本味道有五种，包括：苦、咸、酸、

体机能，没有这两个感官我们甚至无法学习，无

甜以及鲜味，它们是食物直接刺激味蕾产生的。

法正常生存。

嗅觉

触觉

嗅觉是一种由感官感

触觉是接触、滑动、

受的知觉，它由两个感觉

压觉等机械刺激的总称。

系统参与，即嗅神经系统

多数动物的触觉是遍布全

和鼻三叉神经系统，嗅觉

身的，像人的皮肤位于人

和味觉会整合和互相作用，嗅觉是外激素通讯实

的体表，依靠表皮的游离神经末梢能感受温度、

现的前提。

痛觉、触觉等多种感觉。

嗅觉的受器位于鼻腔上方的鼻黏膜上，其中

触觉赋予我们感知不同物品材质的能力，在

抚摸不同衣服的衣料时，衣料顺滑柔软与否，我

片段，而你在逛街的时候，又刚好在有经过这一

们一试便知。

个陈列柜，于是便有可能触发你的回忆。

活中锻炼，这是最好的锻炼模式。
说到锻炼味觉，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想起咖啡

视觉

而这些，都是感官协同运作所产生的结果。

专业的Q-Grader课程里的魔鬼水训练，酸甜咸的

光作用于视觉器

问题来了，怎么锻炼感官能力呢？

训练，尤其是酸甜咸组合起来的时候，4W原则

官，使感受细胞兴奋，信

在这里，我们会主要谈到咖啡，或者日常品

就更适用了。

息经视觉神经系统加工后

尝、品测过程中用的最多的感官机能：味觉以及

便产生视觉。人和动物动

嗅觉，当然也会涵盖一部分的触觉。

过视觉感知外界物体的大

关于味觉训练

小、明暗、颜色、动静，获得对机体生存具有重

在进行味觉的训练以前，首先我们需要知

要意义的各种信息，至少有80%以上的外界信息
经视觉获得，视觉是人和动物最重要的感觉。

悉，味觉与嗅觉的分别。
正如前文所说，味觉只涵盖了：酸、甜、

听觉

苦、咸、鲜。所以生活中，我们所说到的，我吃

声波作用于听觉器

到了苹果的味道是不正确的。那是你的鼻腔的嗅

官，使其感受细胞兴奋并

觉受体，在捕捉到相关苹果香气的物质后，所产

引起听神经的冲动发放传

生的后果。

关于嗅觉训练

入信息，经各级听觉中枢

这就可以解释一件事，假如你捏住你的鼻子

在咖啡行业里面，有专门用于锻炼嗅觉的工

分析后引起的感觉。人

一分钟后，保持捏住鼻子的状态吃苹果，或者在

具：咖啡风味闻香瓶。现阶段在咖啡行业里，暂

耳能感受的声波频率范围是16-20,000赫兹，以

重感冒的时候去吃苹果，或者某种食物，你并不

时只有这两个品牌在做闻香瓶。

1,000-3,000赫兹最为敏感，除了视觉以外，听

能吃出平时你习以为常的苹果味了，可能你只能

图1是大家较为熟知的Le Nez Du Cafe 36味

觉是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远距离分析器。

吃到苹果的甜味，或者酸味。下面的图片将帮助

闻香瓶，这家公司同时也开发制作出了红酒鼻

你很好理解，为什么可以吃到苹果的味道。

子、威士忌酒鼻子等闻香瓶，在其他行业里也是

混合感官体验
生活中的感官体验，往往都是混合的，多个

享誉盛名。包括SCA，以及CQI的课程，都承认

感官协同运作产生，感官技能也会帮助你强化对

这款闻香瓶的地位。使用天然原料提纯，味道还

某件事情的记忆。接下来描述的可能很奇妙，但

是比较真实的，但时间长了，味道会变化。

是，它确实很有可能会在你的过去，或者将来的

而图2T100则是2016年进入市场的闻香瓶，

某个节点发生。

价格比起36味闻香瓶便宜，正是如此，味道也比

案例一

较工业风，Artiﬁcial人工制造的感觉很重。

“雨后，在经过一片草地的时候，你闻到了

闻香瓶其实不失为一个锻炼嗅觉的方法，但

雨水冲刷过后泥土与青草的气息，这时候，你的

实际上，闻香瓶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嗅觉参考范

脑海突然却回想起一段回忆：你和你的儿时玩伴

保持鼻腔呼吸畅顺的前提下，你的呼吸会带

在此一同玩耍的快乐时光。”这种感觉，就像是

动香气分子到达你鼻后的嗅觉感知区域，而在你

正如我们谈论苹果，苹果的味道是什么味

闻到了回忆一样！

捏住鼻子，或者重感冒的时候，你的呼吸道并不

道呢？苹果有很多个不同的品种，不同品种的味

关键词：草地，泥土青草气息。

能顺畅的将香气分子带到你鼻后的区域，这时，

视觉上草地的绿色，以及嗅觉的感知结合，

你就不能尝到某个事物的气味了。

这些记忆在你的孩提时期，各项感官机能便对着

那么，如果需要锻炼味觉，我们需要做些什

段记忆进行处理，并潜意识的记录了下来，在遇

么呢？首先我会安利大家一个方法：4W原则，

到同样的情景，同样的气味，便会触发你回想起

这个方法适用于味觉以及嗅觉的锻炼。

这段记忆。
案例二
“某天你在逛衣服的时候，在某家店，经
过某一个陈列的柜子，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
此时，唤醒的则是你与你的好朋友一同逛街的
美好回忆。”
关键词：某一家店，某一个陈列柜子，熟悉
的音乐。

What？先确认是什么味道：酸甜苦咸鲜？

围，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风味的正确味道。

图1

苹果、橙子？
How？确认味道的浓度：高酸度？低甜度？
高强度柠檬酸？
Where？确认感知发生位置：舌尖、舌头两
侧、鼻前、鼻后？
When？确认味觉发生时间：先感知到酸，
再到甜？先感知到苹果再到柠檬？

视觉与听觉感官协助，有时候你并不记起是

4W原则可以适用于生活中的任意的饮食行

什么音乐，但你的听觉却潜意识的记录了这一个

为，假定你想锻炼你的味觉感官能力，在日常生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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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更建议，嗅觉的锻炼应该源于生
活，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开始，与其花一大笔费
用购置闻香瓶，更应该用这样的预算与购置一堆
新鲜的食材，这也能确保气味的真实性。
毕竟嗅觉锻炼的目的，是建立属于你自己的

去定义整个苹果大类的气味，未免太过片面，并

果区，好好闻闻吧，绝对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味觉以及嗅觉的锻炼，应当是一个复合的锻

第一步，确认是什么香气：闻到了葡萄和泥

所以假如，要用一个“苹果味”的闻香瓶，

锻炼自己的嗅觉，千万不要放过这一机会，去蔬

味觉与嗅觉的结合锻炼

土的香气；

果，这几种苹果的香气都不太一样。

所以，各位平时在逛超市的时候，希望好好

的积累。
同样地，嗅觉的锻炼我们依然可以使用上文

苹果品种：青苹果、地厘蛇果、吉娜果、富士苹

香气，后调附带一点泥土味的气味。

感官记忆库，而记忆则是需要在生活中持之以恒

谈到的4W原则。

道也是截然不同。如上图，列出几种超市常见的

第四步，确认味觉发生时间：前调葡萄味的

第二步，确认浓度：较强的葡萄香气，以及
淡淡的泥土香气；
第三步，确认感知发生位置：鼻前区域感知
比较明显，或是吞咽时、吞咽后，鼻后所感知到
的香气；

炼过程，这在你的每一次进食的时候都可以锻炼
的。比如你在吃一个青苹果的时候，通过4W原
则去练习，确定香气后，咬一口，确定味道 - 酸
甜咸，再者确定气味，味道的浓度，以及感知位
置，最后再一一分析嗅觉，味觉的发生时间。
如果你能在日常中持续如此锻炼一个月，相
信你的味觉感官能力必定会突飞猛进。
所以，各位对感官锻炼有兴趣的朋友们，请
记住这个四字真言：好好吃饭。

且，即便是同一个品种的苹果，成熟度的不同，
也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表现。
很多时候，香气都是复合型的出现，不太可
能有单独的香气存在，比方说，用柠檬夹去挤柠
檬汁的时候，你闻到不只是柠檬汁散发的香气，
还有柠檬皮上油的香气，这都是多种香气形成的
复合香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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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的建立你的感官记忆库，如同咖啡风味轮一样，一层一层的搭建深
化，从大类，再到细分不同的小类，再明确的区分香气的品项，最后，你一
定会成为一个感官大师。
一切都与感官相关，所以，就让我们做个了不起的吃货吧！

Seri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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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y with
Coffee Faith
我的咖啡信仰路
文_易碧辉 / RAY
Selezione 品牌负责人，咖啡培训策划师

and respect in your work.”他的意思是：“你可以轻松学到一种技能，但
是保有和激发一种从心底里迸发的激情，只能通过全身心的投入、爱的给
予、自豪感和尊重才能持久”。在任何一个行业，特别是技能行业里，尤
其如此，单纯模仿学习，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就能换取单一的结果，但是在
饮品系统里，蕴含着千丝万缕的融合哲学，此前的我就在这里卡住了，闭
门造车损失的是我的时间、精力，还有物料设备损耗的无谓浪费，大部分
人会质疑明明花了大时间大量物料去练习去攻克，这怎么就成“无谓浪
费”了呢？其实认真想想，如果没有任何科学性或者经验性的实际指导意
见，我们永远都只是在泥潭里跑步，看上去你已经很努力很用心，但就是
跑不快，而这个过程里最要命的是，它会不断地打击你的热情，磨损你的

我

信心，直至你失去动力，主动为这件事情亲手画上句号。

是黑咖啡粉，浓烈的焦香气味，我妈妈也非常喜欢咖啡的香气，

小型饮品店、咖啡馆，虽然小店密度非常高，形态各异，但感受了一番小

当时用的是炼奶直接跟咖啡混合，还是用家里的茶壶来装的，印象非常深

资情调后依旧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收获，毅然前往青岛，到了培养非常多业

刻，小时候都喜欢甜，觉得这个咖啡很好喝，一直持续喝了几年，之后读

界精英的安老师那里修读咖啡系统课程，这是我当时第一次接受系统性的

初中高中由于一直都是在全封闭的寄宿学校，每周才回家一天半，就这样

教学经验，让我至今仍觉得收获十足，认识了新朋友、尽责的导师、以及

无声无息地跟海南咖啡断了联系了。

享受了美丽的青岛风光，自从那一次课程，除了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知识

出生在广东，幼年时期因为有一位亲戚是生活在海南的，每年回
来都会带给我妈妈几包海南咖啡粉，当时带来的还不是三合一，

那一段难以突破的瓶颈期，我去了厦门旅行胡吃海喝，停留过众多的

大学来到广州番禺这块宝地，收获了3年的快乐校园生活，2004-2007

盲区，还让我意识到接受系统培训的重要性，不久后我又前往长春上了韩

年这三年里广州市区的星巴克越来越多了，当时的番禺还没有星巴克门

国老师李彬的课，那段时间吸收了大量的实操心得与理论知识，看待咖啡

店，穷学生喝不起星巴克，当时在肯德基打兼职的我还没怎么喝咖啡，毕

这件事也越来越坚定，逐渐成为了我的信仰！

业后几年里喝星爸爸还是每次点美式，往里面加糖加牛奶，感觉性价比特

2013年前往泰国清迈旅行，休整时到了Akha Ama Coﬀee喝咖啡，和店

别高，一直到后来某一次买了杯拿铁后，朋友看到我往里面加糖，突然鄙

员聊天了解到他们全部采用自己庄园种植处理的清莱咖啡豆，回来后一直

视我说，喝牛奶咖啡不用加糖更好喝啦！将信将疑试了一次，发现真的可

念念不忘，上网查阅了品牌背后的发展故事，（详见《Cafe Culture | 啡言

以不需要加糖，渐渐地，随着工作、恋爱、社交以及精神需求，我很快地

食语》中文版第12期 第40页《泰北精品咖啡为何让我着迷》），之后更让

开始了跟咖啡的重逢。

我萌生了前去深造学习的想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 Akha Ama 写去了邮

此后的几年里，我已经不满足于从外面买咖啡喝了，我想亲自学会这

件，当初品牌负责人 Lee 婉拒了我，断断续续来回邮件5遍后他告诉我欢迎

个技能，软磨硬泡之下，得到财政大臣的许可，购入我第一批咖啡设备，

我过去，后来问他最终为何肯接纳我，他说每年像我这样发邮件表达想去

迈拓 EM18、惠家 zd15，在家狂练 Espresso 和拉花，费了不少劲，当年还

学习的人来自不同国籍有很多，但只有我一个坚持了自己的意愿，所以他

没有精品咖啡一说，咖啡馆多数与西餐厅、饮品店混合一起，番禺就更没

很高兴我是真的想去了解他们。到了清迈，Lee 带着我深入了不同环节，从

有专门售卖咖啡的咖啡馆，很多知识点都需要从互联网上挖，都很分散，

他庄园的家、处理床、去壳机械、烘焙间、支撑包装到超市上架直至同行

买了牛奶和咖啡豆回家一直盲练，也没像现在这样用替代物料练习，后来

业态交流，我在Akha Ama古城两家门店帮忙出品和服务客户的所有环节的

估算一下，那段时期估计也花费了好几千在练习上面，效果也不理想，回

细节，那都是一段珍贵难忘的学习经历，在这里再次感激 Lee 对我无私的

想起来还是蛮傻的。

分享和帮助，通过那几个月的沉淀，我的视觉更广了，不再局限于在哪一

La Marzocco掌门人Piero Bambi分享过这段话：“You can learn a
technique, but you can only develop passion through dedication, love,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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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拉花图案或是手冲的仪式感上，而更多地想如何可以推进这种文化在番
禺的认受性。

回来后我筹建了一个工作室，开始组织各种免费的咖啡分享活动，当
时在番禺还属首家专门从事咖啡教育的机构，通过朋友圈的资源分享，慢
慢吸引到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咖啡爱好者，过程很缓慢，因为要通过分享会
让受众单一频次地接收资讯，无异于我自身当时闭门造车的困境，影响极
其有限，参加的受众如果只是喜欢喝咖啡，也会很快感到疲劳，后来我把
活动调整为与主题不同的文化内容结合，例如结合音乐、美食、运动，以
它们作为主体，咖啡在里面体现功能角色，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又提高了，
更乐意参与，而我们会在其中穿插小量咖啡资讯，事实证明这样的模式更
易传播咖啡文化，因此我至今仍在坚持着。
再后来的是在2015年与Coco Lounge举办了番禺首届咖啡拉花大赛，
台上把珠三角地区很多咖啡拉花新星聚集在番禺交流，而且看着他们的友
情由比赛结识后一直延续到现在，你会感到心里非常满足，最大最大的收
获，便是得到商场的场地支持，我们在台下设立了所有咖啡冲煮器具的展
示，以及常用器具的冲煮区让观众免费品尝不同冲煮方法做出的咖啡味道

YOU CAN LEARN A TECHNIQUE, BUT YOU
CAN ONLY DEVELOP PASSION THROUGH
DEDICATION, LOVE, PRIDE AND RESPECT
IN YOUR WORK.

以及让他们体验，让非常多的观众无意中参与了咖啡文化传播，连本地的

业地产的咖啡项目筹建，到楼盘销售中心的活动摊位，或是企业文化的职

G4新闻也前来采访报道，感恩无限！由于是非营利文化活动，我们前后超

工活动，在里面嵌入咖啡文化主题，进行形式更多样化的推广，希望把这

过20位咖啡师和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到场服务，奖品也是评委团和行家们提

些环节链接起来，慢慢渗透各个阶层对咖啡的认知，我也在不断进修学习

供的，设备和牛奶是赞助商提供的；2016年我争取了 WAC 世界爱乐压大

中，依旧会报读进修课程来巩固日新月异的咖啡科学！以后，希望能有机

赛广州赛区的承办权，再次举办了一场咖啡赛事，通过两次下来，显而易

会实现我一直想把咖啡师调酒师工种结合，媒体综艺化，让大家更快速认

见的是，传播效果一流，但非营利活动的弊端也决定了它的难以延续性，

识这个行业，让本地市场培育得更成熟！

直至今日，几乎每个季度都有咖啡赛事，除了一两个大贸易公司支撑的赛
事能提供真正的奖金奖品以外，其他赛事都是象征式颁奖，也是行业内涌
现的这些赛事，让咖啡文化得以以完整的载体呈现在受众前被接受。
近两年我开发“地推活动”的形式，无论参与赛事的评委还是从商

2018年，致敬所有同业们，一起努力培养更多的潜在客户，也希望更
多新力量能投身于咖啡行业发展壮大！
感谢您阅读我的文章，如有更详尽探讨，欢迎联系我的微信号RayYick
或电邮至xixi15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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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afe
Roaster Survey
中国咖啡烘焙市场发展现状
市场调查报告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特别鸣谢，宝荣贸易和爱伲庄园对本次烘焙市场调查的支持!

今

年是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咖啡烘焙市场和中国咖啡厅市

中国消费者每年的咖啡消费量是3-5杯，有趣的是，在海南省

场的最佳机遇，Cafe Pulse则为我们提供非常宝贵的调

的一个小村落，当地人平均每年要喝掉200杯咖啡，更令人惊讶

查数据，我们将在2018年4月完成数据最终统计和分

的是，如今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咖啡消费总量只有不到

析，并将于所有参与首届咖啡烘焙市场调查的中国咖啡烘焙商们

50-60杯，上述数据与全球平均水平250+ 杯相比差距甚远，这也为

免费分享我们的分析结果，中国的咖啡烘焙市场正在迅速发展，

国际咖啡企业和连锁品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让我们抓住这一宝贵机遇，对照咖啡市场整体发展，促进咖啡烘
焙工业更进一步。

场，除非咖啡真正得到了普及，咖啡高昂的零售价格得到改善。可

现在，先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已经收集到的部分数据，找出国

喜的是，如今正有更多中等收入家庭、年轻人和商务人士开始接受

内咖啡烘焙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势。很快我们将发布首届中国咖啡烘

并喜爱上咖啡。”《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主编王迪在2015年

焙市场调查结果，若欲了解详情，请与我联系，我的电子邮箱地址

10月刊杂志中曾这样说道。

是：davidp@cafeculture.com.cn 。
今年的调查问卷包含44个问题，通过对比，我们将能够准确找
出中国咖啡烘焙市场的主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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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咖啡消费市

你可以参考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公布的“全民大讨论 | 一杯
咖啡多少钱合理及解决对策
”一文，以及第四届年度中国咖啡厅市场调查报告。

为了更好了解中国咖啡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首先我

现在，让我们放眼未来，探索和分析到2020年，中国咖啡市

们必须了解中国咖啡市场近些年辉煌的发展历程，只有通过总结经

场将得到怎样的发展。我们现阶段的分析结果要感谢广大参与到调

验，我们才能真正抓住市场机遇，找出西式咖啡厅、餐馆和烘焙面

查之中的烘焙商们，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有关中国咖啡烘焙

包坊的发展方向所在。

市场的大数据，下面是本次烘焙调查的几个总结。

参与调查人员职业角色

5

44.94%

国内烘焙师由于多为年轻人，他们的从业大多时间较短，其中不乏

31.36%

一些从业经验不足1年的新手。相信随着更多咖啡烘焙企业和自家烘

29.14%

22.47%

焙咖啡厅不断兴起，以及微批量单品咖啡的愈发普及，到2020年，

中国咖啡烘焙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届时会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其中。咖

17.28%
8.15%

9.88%

啡知识的培训、教育和传播将在未来几年掀起一波高潮，《Cafe Culture |

7.41%
6.67%

啡言食语》中文版的每期杂志中都设有“Skillful Roasters”专栏文章，欢迎

6.42%
咖啡师

营销经理

品牌经理

采购负责人

行政负责人

烘焙产品经理

公司负责人

工厂烘焙师

工作室烘焙师

咖啡厅烘焙师

大家与我们分享更多有关咖啡烘焙的有趣故事！
20.99% 21.98%
18.27%

18.02%

12.59%

1
2

报告显示中国咖啡烘焙商多数为小微型企业，并且服务对象多为其
3.95%

他小型咖啡厅或亲朋好友。与此同时，大型烘焙商和商业烘焙企业

3.21%

由于取得了更多资金和政策支持，且能够获得有关QS认证，正在快

速发展。

1-2年

少于1年

74.88%

2-3年

4-5年

6-10年

0.99%

11-15年 16-20年 超过20年

6

咖啡烘焙行业的主要从业

关于每月咖啡豆烘焙量这个问题，现有数据标明，大多数烘焙商仍

者为男性，但如今正有更

处于微批量烘焙阶段，超过50%的烘焙商每月烘焙量不足60kg，其

多女性投入到相关领域当

中大部分产品为“第三波”精品咖啡，而非商品级咖啡，但正如我

中。女性精品咖啡烘焙师的出现，

们刚刚所说，近些年大型商业咖啡烘焙正在快速发展，因此我们相信今年

有利于中国咖啡烘焙工业的长远发

调查的最终结果将非常有趣。

展。目前，中国女性Q Grader更占
小于 40 公斤
44.09%

多数。

41 至 60 公斤
14.99%
25.12%

3

61 至 100 公斤
12.10%
100 至 200 公斤
9.22%

烘焙工作室多位于城市地区和

301 至 500 公斤
1.44%

户及零售顾客，而目前有很多大 城镇或农村

型烘焙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选

11.11%

择搬离市中心，转向市郊地区，还有些
烘焙商在咖啡原产地云南建立起了烘焙工
厂，其中就包括本期杂志中提及的咖啡公

多 于 1,000 公斤
9.22%

201 至 300 公斤
4.32%

城乡结合部
23.95%

CBD 商圈，从而能够吸引更多客

501 至 1,000 公斤
4.61%

7

CBD 或市区
64.94%

关于是否与其他品牌合作烘焙这一问
题，数据标明，三分之一的国内烘焙商

社 Commune Cafe。

会与其他线上线下咖啡厅和咖啡品牌进

行合作，我们认为随着未来咖啡文化走进更多

4

中国咖啡厅经营者的年龄正在趋于年轻化，从业经验大多不超过10

二、三、四线城市，到2020年，这一趋势将进

年，中国咖啡烘焙师中，年龄低于30岁的人群占比超过了三分之

一步发展壮大。

一。由于烘焙比赛在国内愈发流行，如今有更多年轻人选择投身烘

焙行业，并争相参与烘焙类竞赛当中。

是
38.06%
否
61.94%

当然，最终的调查结果远不止这些，如果你对我们得出的结论感兴
趣，请与朋友们分享2018年《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和我们的微
信公众号。

25岁以下
25-30岁

37.28%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若欲了解更多详情，并购

18.77%

30.12%
10.37%
3.46%

买首届中国咖啡市场调查，请与
我直接联系，我的微信账号是：
CCMDAVIDP，另外报告的大部分内
容也将在我们的网站上付费获取。

David 微信

烘焙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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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从事咖啡行业的十多年里，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可以做出一杯打动
人心的咖啡，要想打动客人就必须做出他们喜欢的咖啡，做到极
致才可以引起共鸣。五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咖啡馆里

等待朋友，随意的用搅棒在拿铁咖啡表面勾勒了几下，把朋友的头像简单
的勾勒出来，带给朋友不小的惊喜，从小喜欢绘画的爱好提醒了我，把每
一杯咖啡像做一件艺术品一样对待，把客人喜欢的图案勾勒在咖啡上，这
样他们会很开心；若是把他们本人的头像呈现在咖啡上，他们一定会很惊
喜，由于这样的一个缘起，我开始了在肖像咖啡上不断的创新与提升。
目前市面上有打印肖像咖啡和手绘肖像咖啡两种，通常以拿铁咖啡为基础。

打印肖像咖啡
打印肖像咖啡就是通过手机扫描咖啡打印机的二维码上传照片，确定照
片后咖啡打印机将人物的照片用食用色素或者色粉喷洒在咖啡表面，这种肖
像咖啡制作的优点是速度更快，细节更形象。缺点是如同打印一份照片，不
会给人太多的惊喜。并且这样的咖啡基本上用冷咖啡并且在奶盖上面打印效
果才会更好。很多客人会担忧打印色素的材料安全问题，这样一杯咖啡容易
成为一个摆设，而失去一杯饮品的本来价值。与咖啡同行交流很多人都觉得
这样的咖啡没有“温度”，不容易拉近咖啡师与客人的距离。

手绘肖像咖啡
手绘肖像咖啡，顾名思义就是用雕花针或是其它工具在拿铁咖啡的基

订制肖像咖啡

础上迅速的勾勒出人物的特点。手绘咖啡会给客人带来更多的惊喜，如咖
啡拉花艺术一样，纯手绘拿铁咖啡的表演性非常强。手绘咖啡师需要有一

LATTE ART PORTRAIT

定的美术基础，对于素描、速写基础，人物面部的基本比例都要有一定的
了解，并能迅速的抓住人物特征。

制作肖像咖啡的基底选择
奶泡基底
奶泡基底最容易让人接受，和正常拿铁咖啡口感一样，优点是制作的
速度可以更快，缺点是表面图案持久度时间相对较短，通常是20-30分钟人
物肖像会慢慢模糊，因此制作的时间不能很长，对于咖啡师的功底要求则
相对较高。
奶盖，奶油基底
奶盖作为咖啡的基底优点是可以更细腻的进行创作，也可以利用食用
色素或者巧克力酱进行彩色细节勾勒。因为奶盖表面不容易变化，所以有
足够的时间构思、修改。一般奶盖咖啡制作的时间通常在20-40分钟左右，
有些细节制作要到1小时左右，这样的咖啡图案通常保持时间也很长，可以

文_于子翔
人象咖啡馆馆主

到达5个小时以上，照片拍出来效果很好。缺点是咖啡需要冷咖啡为基底，
出品慢，口感相对不好保证，因此本人更倾向于奶泡基底。

肖像咖啡师的练习阶段
第一阶段练习是人物肖像练习，在纸上用铅笔不断的勾勒，掌握并熟
练人物面部的器官比例，角度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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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构图练习，首先在纸上画出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圆形，
在圆形中手绘肖像，练习构图。根据本人经验，把圆形（咖啡杯）至上而
下进行6等分，上下各留出一分作为咖啡油脂区域，中间4分用来表现肖像
的主体。熟悉后再进行咖啡杯内的练习，肖像咖啡要做到杯中油脂部分很

THE ORIGINAL
THE ORIGINAL
TAMPER
TAMPER
Series 3
奖杯赞助商

干净，人物主体很清晰。
第三阶段是雕花针的熟悉练习，雕花针多为金属材质，金属雕花针上
挂咖啡油脂和奶泡容易滑落，木质或是竹质的材质相对容易挂上油脂、奶
泡更便于勾勒，因此本人更习惯性使用牙签。练习重点是控制雕花针蘸取
咖啡油脂在咖啡表面勾勒过程中深浅度的掌握，肖像咖啡的制作过程中有
些细节要用雕花针的针尖轻轻的从奶泡上划过，有些手绘咖啡师制作的图
案很粗糙，就是因为雕花针在奶泡上勾勒的力度过大导致雕花针进入奶泡
过深造成的。
第四阶段是注入奶泡练习，注入时尽可能直接注出人物的基本脸型，
如果脸型不够准确可以用雕花针蘸奶泡进行修补，同时还要保证脸部的奶
泡细腻，如产生大泡可以用雕花针先刺破。
第五阶段是专注静心练习，本人以往培训咖啡师的过程中这点显得尤
其重要，要在一杯咖啡的方寸间勾勒出人物的特点，甚至连人物的双眼皮
及面部纹理也要体现出来，这对咖啡师的耐心、细致及双手的稳定性要求
非常高。
肖像咖啡制作的过程，咖啡表面的奶泡和咖啡的油脂都是在迅速的变

THE 世界咖啡大赛同款奖杯
ORIGINAL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REG BARBE

化中，如若手绘咖啡的时间太长，不仅咖啡温度会降低影响口感，并且精
心勾勒的咖啡也会因为用时过长而变得模糊不清，初期练习时用时会比较
长，但不要心急，慢慢的练习，不断的提升，经过培训的手绘咖啡师基本
上可以在3-5分钟内做出一杯客人满意的肖像咖啡。
咖啡是种很神奇的饮料，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自己探
索肖像咖啡的这几年里，认为咖啡这种饮料就是要经过不断的创新，才可
以带给客人更多的体验和新鲜感。如同咖啡行业的设备生产商只有不断的
改进技术，才可以让设备的外形更美观，让咖啡的出品更稳定，咖啡师也
要在不断的提升咖啡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提升自己的美学欣赏能力。目前
咖啡拉花比赛中咖啡雕花技巧的运用比例也在慢慢的增加，目的就是要给
客人更丰富的视觉享受。毕竟我们要呈现出的是一杯更美更温暖人心的咖

THE ORIGINAL TAMPER

啡，人象咖啡希望在咖啡艺术创新这个领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简介
于子翔，云南西双版纳人象咖啡馆主，被媒体称为中国肖像咖啡第一人。
从事咖啡行业十余年，对于咖啡有自己一些理解，在咖啡的艺术创作上不

THE ORIGINAL TAMPER

断的探求创新，擅长做肖像拿铁咖啡，把咖啡这杯独特的饮料做到私人订
制，为每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咖啡的人做属于他们自己的咖啡。
人象咖啡致力于做出一杯温暖人心的咖啡!

www.coffeetamper.com
www.coffeetamper.com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QUOTE
THE
QUOTE
CODETHE
CCRB
CODE
WITH
CCRB
YOUR
WITH
ENQUIRY
YOUR ENQUIRY
THE
ORIGINAL
REG
BARBER
43

？

How did I fall in Love With Coffee and Latte Art

我是如何和咖啡、拉花结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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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黄凯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老师
      2017年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全国赛 亚军      

大

家好，我是黄凯，非常荣幸有机会能

啡，他也乐于分享，慢慢的我也学到了很多咖啡

想提一下的是，咖啡拉花是为了美，美感并不在

认识到各位，我现在任职于广州市旅

的知识和技巧。当时很多学生也会利用课余的时

于图案的堆砌和所谓的难度，而是整体的构图和

游商务职业学校旅游管理系酒店管理

间去练习制作咖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黄子

每一笔呈现的细节，即便像一个爱心，也具有很

专业，是一名专职教师，现在主要从事咖啡教

健的学生，后来是 WBC 全国第四，制作了一杯

强的视觉冲击力。我认为一名咖啡师在练习咖啡

学。作为一名公立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很多人

拉花的拿铁，是一只天鹅，当时我感觉非常的漂

拉花时，关注的应该是在手头上的物料和设备，

会不解为什么会做咖啡？为什么会玩咖啡拉花？

亮，也开始关注咖啡拉花了，一直在一个咖啡氛

我能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图案，而不是我要做出

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比赛？这么多的问题，好像

围浓厚的环境中，我渐渐也对咖啡、咖啡拉花积

人家觉得我很牛的拉花。

我是个“异类”一样。

累了极大的热情。

我自己很热爱咖啡拉花，所以我放在拉花的

在谈到我自己前，先说一下我工作的学校

我自己不太记得确切开始练习拉花的时间

时间比较多，如果空闲多的话基本一天会做12盒

吧，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是由以前好几间同

了，大概在2014年吧，断断续续的有在玩，真

牛奶，最近的练习少些，但基本都不会少于4盒

类型的学校合并而来的，成立至今已有37年，

正开始要练习这个技术应该是2015年9月。当时

牛奶。我在练习的时候多数会以基本图案为主，

是隶属于广州市教育局下的一所公立中等职业学

确实不太得要领，以前也不像现在那么多技术视

比如对流图案、麦穗等。同时我也会不断的改用

校，也就是平常说的中专学校，主要是面对服务

频可以参考，都是自己在摸索，大概当时练习的

不一样的咖啡豆和牛奶，去思考和研究它们的特

行业提供基础技术人才教育，如旅游、酒店、商

咖啡师都是这样。在15年11月，王学超来了广

性，找出处理的方法，还是老话“思考胜于练

业、烹饪等行业。现在我们学校是全国示范重点

州诚品咖啡开课，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上课其

习”。在咖啡拉花里面，压纹我是比较喜欢的，

中等职业学校，无论规模还是教学质量都是佼佼

实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虽然课程只有短短的

个人认为压纹不但是基础，而且是咖啡师一定要

者。我自己所在的酒店管理专业也是全国中等职

3天，而且主要针对于 WLAC 的规则，实操时间

做好的图案，因为特别适合出品。要做好压纹我

业学校重点专业，不夸张的说现在酒店行业老一

并不多，可是超哥在上课所说的关于技术的话都

的建议是必须先处理好浓缩咖啡和打发好牛奶，

辈的工作者很多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深深的印在脑海中，在后来的练习中给予了我很

这是重中之重，只要做好了很快就能找到摆动的

大的帮助。

感觉。另外练习图案的选择上我会比较建议压纹

随着专业的发展和行业的细分，我们酒店管
理专业也对应发展下属的专业，如茶艺专业，同

2016年可以说是自己在咖啡拉花领域突飞

树叶，压纹树叶并不是那种开很少的底然后大流

时也在筹备西式饮品专业。学校也非常重视专业

猛进的一年，从一个小白到初步具备技术，可能

量快速后撤形成漂亮空心的叶子，而是像 Wing

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对专业硬件的建设，

很多朋友想知道我是怎样学习的，我也想把自己

Rosetta 那种样子，但不同的是需要一次成型

我们学校咖啡类的实操室在国内也算首屈一指

的经历给各位介绍一下，希望大家能少走弯路。

的。因为这种图案能训练长时间的摆动并适应边

的。而正因为学校在专业建设的大力投入下，我

除了上超哥的课，基本上都是靠着看视频和日常

摆动边前压及后撤，还有奶缸流量控制和回杯，

才有机会接触到咖啡行业和有条件学习练习。其

练习来锻炼自己的技术。到了2016年已经能在

可以说压纹摆动的手法都在里面了。

实很多人觉得咖啡是一样新兴的事物，但在酒店

网上看到很多关于拉花技术的视频，这给我帮助

过去的2017年我参加了各种的拉花比赛。雀

行业中咖啡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以前咖啡还没

很大。日常我觉得与其一直埋头练习不如多点

巢杯拉花对抗赛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是 PK

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已。在旅游类的院校

思考，看技术高手在视频里展现的东西，思考为

赛制，但赛程里要完成指定的基础图案也要有个

中，咖啡知识一直会在酒吧教学中被提及，像现

什么能这样子做，人家是怎样达成的，自己为什

人图案还要制作一杯考究口感的浓缩咖啡，可以

在很多咖啡师也是酒吧吧员转型的，随着中国经

么不行，一直找原因才能使自己不断的进步。对

说是对咖啡师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比赛。2017年

济的发展和咖啡进入日常生活，慢慢的就独立起

于参加拉花技术培训，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

广州站的比赛有多达150多人参加，真的非常的

来，不单是咖啡，葡萄酒品、花艺、茶艺也独立

的，虽然通过大量的练习能掌握一定的技术，可

震撼，虽然遗憾的只获得季军，但确实是难忘的

起来，专业教学也变得更为细致。因此大家如果

是有指导的练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有

回忆。还有就是David，可爱的大胖子，非常享受

来到广州，和咖啡师聊天的话不妨问问他们是否

人从旁协助能发现很多问题有助于技术的提升。

和他在赛场中喝精酿的时光，赛事的裁判都非常

作为一名拉花咖啡师，或多或少的被同行

敬业，给予参赛的选手很多有用的建议。如果有

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我是200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学校工作的，

所误解，我觉得原因主要是很多咖啡师在练习拉

当时虽然属于酒店管理专业，可我主要是从事

花技术时本末倒置了，为了外观破坏了一杯咖啡

我也聊聊准备比赛的事吧，我认为想比练

导游的业务，一直到当时所在的学校与现在学校

所应具有的口感，同时太多咖啡师把日常出品当

更重要。首先要考虑赛制，比如有些比赛是一杯

合并。回想起2012年，回到校本部，竟然发现

作自己练习的机会，根本不在乎这杯咖啡好喝与

PK，有些是多杯的 PK，那我就要思考如何在赛

学园里有一间模拟经营的咖啡馆，对于一个从小

否。在我看来好看和好喝并不冲突，反而在一直

制下合理完成我的流程。第二是考虑评分标准，

被可乐里的咖啡因荼毒的人来说，简直天大的乐

提倡精品咖啡的今天，一杯漂亮拉花的牛奶咖啡

比如说压纹比赛会算速度分，或者有些拉花赛也

事！也结束了我速溶咖啡的日子。当时的我可是

不正是手工精品咖啡的代表吗？再者我们参加咖

要求吧台操作，那就必须想如何能获得这个分

几乎每天早上都来一罐雀巢咖啡来摄入咖啡因，

啡师比赛的咖啡师们都能轻易做出漂亮图案的牛

数。第三是图案的选择，赛前我都会选好自己能

所以很早就和“咖啡”结下了缘分。有了咖啡

奶咖啡。我觉得漂亮的拉花并不是目的，而是一

完成的好的图案。第四是审视比赛物料的情况，

馆，上班时就经常去蹭咖啡。去的次数多了，教

名咖啡师有过硬的萃取浓缩和打发牛奶等基本功

一般我都会买点比赛的物料来用，看一下物料的

咖啡课程的同事说不如我自己来做一杯，那就开

所带来的结果，这也给我们提示，要做出漂亮的

极限。最后是模拟比赛，每天的第一杯拉花我都

始了自己在咖啡领域的旅程。我非常感谢我同事

拉花，萃取浓缩和牛奶处理是关键点，而并不在

会模拟比赛来制作，同时也会在陌生的环境去完

李慰伟，他是我咖啡的启蒙老师，我喜欢喝咖

于手法和无休止的浪费咖啡、牛奶。还有一点我

成比赛的图案，增强自己对图案的把控能力。

机会我真的想一直参与到这个拉花大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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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Latte
Art Skill

高阶

拉花技巧
文_Rie Moustakas
      2014年世界拉花大赛第四名、澳洲拉花大赛冠军

你

旦你掌握了拉花的基础技巧，并且能
够稳定制作心形、树叶、郁金香和天
鹅图案，那么你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

拉花技术再上一个台阶了！
在学习高级技巧之前，首先要谨记以下这些
基本原则：
★奶沫量要精确；
★咖啡油脂在牛奶表面颜色要稳定（参考杂
志前期有关咖啡基底制作的文章）；
★棕色油脂和白色牛奶的色差要分明；
★油脂要集中在杯口周边；
★图案位置要合理，例如图案要位于中央，
图案对称，且大小与杯子口径契合。
下面我将开始为大家讲述自由拉花的一些高
级技巧，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有趣的技巧。

旋转杯子
在制作某些高级图案时，如倒转或弯曲郁金
香，需要边倒奶边旋转杯子，此时，握杯的方式
以及开始倒奶时手腕的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用
指尖和大拇指托住杯底或许是最好的，开始时，
手腕要先行旋转，为之后的动作留出余地，或者
你可以用手指拨动杯子，让杯子旋转。当你需要
改变图案方向时，用手指微微调整杯子的位置，
但一定要保证动作要轻柔，确保旋转不会破坏图
案的完整性。

雕花和用勺子移动奶沫
使用勺子或其它专业雕花工具，你可以将奶
沫移至理想位置，由此你可以让原本很简单的图
案变得更加复杂、有趣。在日常生活中，你很难
在咖啡厅看到雕花，因为这会降低工作效率。但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想要挥洒自己的创意，那
么我建议你尝试雕花。雕花是提升自由拉花水平
的必备技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用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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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描绘出非常复杂、精致的图案。
在用勺子舀奶沫时，一定要注意使用形状正确的勺子，我个人喜欢用浅
一点、小一点、头尖一点的勺子，例如茶匙。同时，你需要保证奶沫的品质极
高。只可以从顶部舀奶沫，以免舀到牛奶，否则图形将被破坏，咖啡和牛奶将
混为一谈。此外，舀奶沫的量一定要精确，绘制各类图案，例如水滴、椭圆、
粗线等的手法一定要精准。
在雕花时，你可以应用的颜色只有两种：白色的奶沫和棕色的油脂。
使用的工具粗细根据雕花要求进行选择。你可以选用温度计、牙签、搅棒
亦或是专业的雕花工具。雕花的技巧重要有两种：
★将一种颜色拉至另一种颜色当中，例如从棕到白，或从白到棕；
★将一种颜色抓起，放入另一种颜色当中，例如画点或动物的眼睛。
在咖啡杯的两个位置分别倒入一点牛奶和奶沫，这便是“白色部

合 作 咖 啡 馆 征 集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咖啡爱好者对《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喜
爱，和部分未及时成为我们会员的朋友享受阅读的快乐，现从全国范围
内征集《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免费阅读点”，任何符合如下条
件的咖啡馆、甜品店、茶饮店和其它休闲场所，欢迎迅速联系我们。
★ 热爱咖啡、甜品和茶，非常喜欢和支持《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 为当地特色馆，馆主钟情于和客户交流，愿意分享
作为回报，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将为这些咖啡馆，通过微信公众号

分”。对于棕色部分，你可以从其他位置选取一点咖啡油脂。在绘制之前

作出如下努力：

必须将工具擦干，否则会导致颜色模糊。

★ 在微信底部导航栏建立这些咖啡馆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

添加颜色

★ 定期更新咖啡馆信息和活动；

最近咖啡师们非常喜欢在拉花图案中加入其它颜色以突出主题，最简

★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各项活动和推广项目的优先参与；

单的方式是将几滴食用色素混入少量奶沫当中。常用的颜色为红色、蓝色
和黄色，也可以用这些基础颜色调制出橙色、绿色和紫色等。一旦调制好
有色奶沫，便可以用雕花或勺子移动奶沫的方式制作拉花图案。一定要保
证图案尽量简洁，不要一次性使用太多颜色，一种或两种即可，同时不要
在咖啡油脂上使用太多有色奶沫。在韩国首尔举办的2012年世界拉花大赛

★ 分享每年市场调查报告中关于咖啡馆经营部分的调查结果；
★ 潜在的其他为咖啡馆设计的合作方式（不断更新中）。
请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每周一发出的征集信息。
未明事项，请联系010-6779 7800 或157 1118 0985。

上，巴西选手 Graciele Rodrigues 就曾用蓝色和绿色绘制过一幅惊艳的孔雀
图案。

3D拉花
另一种在社交媒体上流行开来的拉花技巧便是3D 拉花，它能让图案更
加栩栩如生！当然制作这种拉花需要很多时间，因此要选提前预热好咖啡
杯，避免在绘制图案时咖啡凉掉。此外用另一个奶缸打一缸较为厚重的奶
沫，并静置2-3分钟，让牛奶和奶沫分离，之后便可以用表面的奶沫制作3D

免费阅读处征集

图案。先和平时一样制作一款奶基咖啡，然后用勺子舀少许厚重奶沫，轻

获取纸质杂志

柔放在咖啡表面。只要打发程度精准，奶沫不会沉入咖啡，而且外形持久

独立或连锁咖啡馆、企业和其他专业机构，请通过网站 www.

不懈。继续用勺子拼凑出想要的图案，常见的图案例如带耳朵的小猫脸、
兔子和熊等等，可以用不同大小的奶沫组成脸部、耳朵、鼻子和爪子，还
可以用之前学会的雕花和添加颜色等技巧丰富自己的3D 拉花设计。

cafeculture.com.cn 或微信公众号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
航栏），注册成为 Cafe Culture “企业会员”获取。

慢抖和收线技巧

个人爱好者，请通过微信公众号 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航栏“纸

收线技术在拉花中的应用发生了很大改变，通过角度的变化形成“慢

质杂志”，注册会员、分享往期杂志合订本和一年4期或两年8期杂志。

抖”的效果，可以让你的图案更富创意，让图形更加多变。此前，慢抖是
专门用来制作“Slowsetta”（即“Slow Rosetta”），但如今，咖啡师们发
现使用这种方法可以绘制出更加稳

免费电子杂志

定、颜色分明的直线与曲线，有些

推荐您登陆“网易云阅读”、Issuu和Calameo，可以寻找到《Cafe

人甚至用它代替了雕花。扯花的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各期电子杂志，并下载到您的私人空间里。

难点在于奶缸嘴一定要紧贴咖啡表
面，如果距离太远，倒在油脂较
薄部分的牛奶会沉入咖啡中，表
面不会留下任何白色。今年的世
界拉花大赛上，来自泰国的 Arnon
Thitiprasert 就在布达佩斯用这种技
巧折服了评委和全场观众。

网易云阅读

Calameo

Issuu

更多合作事项洽谈，请联系：
David Parnham，手机：+61 423 200 206，微信：CCMDAVIDP,
Christina 王迪，手机/微信：139 1067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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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赛分为5个等级，从低到高由不同颜色代表，黑色为最高等级，上午
我和马皓月先进行最高等级的考核认证，通过后在与其他国家黑色等级拉
花选手进行PK淘汰赛。考核内容是在规定时间内制作指定的图案，然后评
判组按照指定的打分项去进行打分，分数超过标准分数线即为通过，我和
马皓月上午顺利通过黑杯认证考核，就这样迎来了下午的最高等级黑杯PK
赛，赛制同样为两两PK，规则是3杯2胜，赛方出图后，方可在大中小杯中
自由出图，手法必须包含叶子和推心的手法。在这里就比较有趣了，也开
始需要比赛策略，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对手的弱点，意大利的几个
选手在我观察，发现他们不擅长叶子手法，其次不擅长在大杯子里拉花，
他们擅长在小杯子里推心，所以当我出图时，我就会抓住这两点，就这样
一轮一轮晋级 还算比较顺利夺冠了。
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我眼里的比赛，首先要认识比赛。什么是比
赛？我个人认为比赛就是所有选手聚到一起，按照统一规则在统一设备环
境下看谁当天做的最为出色，谁就是冠军！所以比赛是最公平的，冠军未
必是拉花技术最好但一定是比赛当天发挥最好和最符合比赛评判规则的

2017 Milan Latte

Art Grading Battle
2017 意大利拉花
艺术等级挑战赛心得
文_刘强
      叁拾而立      

人！所以要想比赛一定先弄清楚规则，规则就是比赛的开始。举个例子：
规则里说3分钟呈现一杯咖啡，普通选手眼里就是：哦，3分钟做一杯作
品，冠军选手就会想，3分钟我最多可以做几杯，如果失误了怎么办，有什
么好的备选方案，这就是不同选手对规则的认知。
如何准备比赛？首先要弄清楚规则，按照比赛的规则去准备比赛内容
及拉花作品，模拟比赛进行训练，训练做到无可挑剔近乎完美的状态。这
里不说达到行业内的完美，但要达到你个人状态水平的完美吧！我认为所
有的比赛比的内容都离不开基本功，而基本功并不只是赛前加大练习量就
可以完成的，真正的基本功是要靠大量的练习和日积月累时间的沉淀得到
的，所以真正的训练是每天都在做，时刻在准备着。
如何在比赛里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准？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

大

家好！我是刘强。很开心又一次在《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比赛时那么多选手发挥不出真正的水平？为什么都比平时做的差？我个人

中文版上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咖啡、拉花和比赛的一些经验。

总结几个原因;

2017年，有机会在意大利米兰与不同国家的选手一起比赛交

★ 环境气氛的影响,很多咖啡师平时只有在自己工作的环境去制作咖

流，感受到了国外的拉花艺术风格和不同的美。回顾参加比赛的过程，

啡,在赛场上不习惯评委和那么多观众看着自己，导致不够专注，紧张发

2016年6月底看到一个拉花大赛报名信息，名字叫中国意大利拉花艺术的

挥不好；

大赛！当时被名字所吸引，就点进去认真看比赛信息，把比赛内容及规则
详细看了一遍后才知道，这个比赛的冠军不仅可以拿到奖品及1万元现金
大奖，还可以在2017年10月代表中国去意大利米兰国际咖啡展参加世界
总决赛，我个人觉得光最后一条就很有吸引力了，就这样直接报名比赛！

★ 无法用比赛的设备制作出自己平时练习时的奶泡和浓缩状态，自然
制作出来有差别了；
★ 心态上的问题，怕自己表现不好，怕失误，越是怕就证明准备的不
充分，不自信就会紧张，紧张就会手抖，手抖就自然发挥不好。

记得从报名日期到比赛只有10天左右的准备时间，虽然可以准备比赛的

所以要想在比赛发挥出真实的水平，就要让你训练的时候，环境布

时间很短，但是刚好这个比赛的内容和CLAC的规则很相似，都是展演类

置的接近于比赛。如果我们天天在比赛的环境里训练，天天用比赛的设

型的比赛，而且那时候刚比完华北CLAC没几天，记得也是冠军，比赛的

备物料去准备比赛，突然比赛时只是比我们训练时多了点观众而已，会

手感和状态还在也就没什么影响，就这样直接继续训练。比赛是在北京

让我们发挥不出水平吗？不会的，这就是让训练接近于比赛，让比赛接

CAFE SHOW ，除了这个比赛还有第一届雀巢杯拉花对抗赛全国总决赛。

近于训练！

当时很有趣的是好多选手出两个比赛同时参加，这边比完那边比，我也是
一样的。
经过3天的比拼角逐，很荣幸我获得了冠军，同时也获得了去意大利参
赛的资格，就这样，为了意大利的总决赛我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这
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没放下过拉花，基本每天都在做，保持手感和状态。
2017年10月19号这一天我和2017年的冠军马皓月，一起跟随仟枫咖啡
柳总一行人踏上去意大利的里程。米兰当地时间10月23号是我们比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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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自己不紧张不手抖？这个问题是选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个
人认为让自己自信，让自己准备的充分，以分享的心态去面对比赛，就不
会手抖了，所以比赛准备到自己认可自己，准备到自己无可挑剔就不会在
乎他人怎么看了。
当然每个人看待比赛的角度不同，比赛未必一定要争第一，毕竟每场
比赛只有一个冠军，所以只要通过比赛可以让自己有收获有成长就好，心
态放轻松反而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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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方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已在2016

选手能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乐趣，得到成长，拓

军争夺战中，“花型复制”的两名选手通过抽牌

年、2017年成功举办两届雀巢杯 LAS

展人脉，向咖啡行业，及观众展示中国咖啡的发

的方式确定攻方和守方（点数大者为攻方）。

拉花对抗赛,采用对抗模式，和国际知

展，及中国咖啡师的优秀职业风貌。

攻方先进行自由创意拉花，守方复制攻方花型，

主

名品牌合作，缔造出国内最大规模的拉花比赛。

比赛中，拉花咖啡的评比标准包括拉花作

由评委判定复制是否成功，若复制成功守方获1

我们鼓励拉花创意，致力于发掘更优秀的咖啡

品得分和技术分，拉花作品得分主要评比的是

分，失败则攻方获1分；第一轮结束后，攻守互

师，逐步提高比赛的挑战性，2018年我们将迎

三杯拉花的四项：对比度、平衡度、创意度和

换进行第二轮，先获2分者获胜；若出现平局，

来更有深度的第三届 LAS 全国拉花对抗赛，特

整体外观，技术分是对选手在操作过程中基本

则通过加时赛，使用基础花色决定胜负。

将比赛规则公布给大家！

操作的评分，每轮比赛将设2名技术评委和3名

每位选手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准备时间为1

首先，Latte Art SmackDown（LAS）是一项

作品评委，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邀请的全部

分钟，准备时间里可以熟悉机器，感觉蒸汽和冲

自由拉花对抗赛，而非咖啡师比赛，评委们关注

赛事评委都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评委的朋

煮头的压力和水流，可以试萃取意式浓缩咖啡；

的只是拉花咖啡的外观和咖啡师的基本操作规

友、员工等有权参加比赛，但该评委在比赛中

但不可以预先倒入牛奶至比赛器皿或打发牛奶。

范，而非咖啡师的全部技能的展示，比赛过程中

将采取回避制度。

比赛除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比赛准备时间不超

也无需对咖啡拉花过于雕琢，不允许后期雕花修

比赛选手将使用的300ml容量的咖啡杯,组成

饰，不需要使用吸管、牙签或温度计等辅助工具

“一对一”两两对抗模式，在规定的5分钟操作

淘汰赛的比赛时间为5分钟，两名选手同时

加工作品等，是对一个咖啡师基本和高阶拉花技

时间内，制作完成3杯拉花作品：第一杯为基本

开始比赛，某位选手如果认为其中一杯咖啡拉花

能的评比。

花色、第二杯为基本花色的创新演绎、第三杯为

不够好的话，如果有时间准备第二杯同样花色的

今年我们将从8大赛区选拔出前6名进入今

自由花色，决赛阶段的冠亚军之争采用“花型复

是允许的，但只能选取其中的一杯作为比赛作

年六月份在北京举行全国总决赛，我们希望参赛

制”，其余比赛阶段皆采用“淘汰制”。在冠亚

品，时间结束以咖啡杯送到评委面前为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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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30秒。

选手在5分钟的比赛时间内没有把作品呈递至评
委席，该选手则被淘汰。
决赛阶段“花型复制”的单杯比赛时间为
每位选手3分钟，在第一位选手完成拉花作品
后，第二位选手应当自上一位选手结束后1分钟
之内开始制作，计时从选手触碰操作台面工具
开始计时。
新的赛制我们鼓励咖啡师创新，比赛每轮第
三杯创意咖啡有相同花色，出现相同花色轮次及
之后轮次，取消比赛资格。
比赛使用雀巢UHT 牛奶、IBERITAL双头意
式浓缩咖啡机及IBERITAL研磨磨豆机、金米兰
意大利豪浓咖啡豆、300毫升Bonavita拉花咖啡
杯，设备和材料均由赛事主办方Cafe Culture丨
啡言食语 安排提供，选手不可擅自在制作拉花
作品材料中添加任何其它成分。主办方还将同
时提供奶缸和粉锤和咖啡杯，选手可自带奶缸
和粉锤，主办方有权拒绝选手使用除了奶缸和
粉锤的其它自带设备，自带的除奶缸和粉锤之
外的其它设备必须提前申报且经过主办方认可
方可使用。
我们欢迎全国各地有想法，有创意的咖啡师
们踊跃报名参赛，推动中国咖啡文化。2018年雀
巢杯 LAS 拉花对抗赛,获胜者将获得以下奖励：
每场比赛的前3名选手和总决赛的前6
名都将获得由Reg Barber独家特制的Latte Art
SmackDown奖杯。
全国总冠军将获得：雀巢牛奶100箱免费供
应，IBERITAL双头Expression Pro咖啡机和磨豆
机，MHW-3BOMBER提供的拉花缸、粉锤、雕
花针、接粉器、布粉器、毛巾，Cafe Culture | 啡
言食语 一年免费杂志等，还有其他赞助商提供
北京：6月27日
总决赛：6月28日

的精美奖品。
想要报名的选手请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号信息，别错过了比赛的报名啊！
被选中的选手需要准备允许我们使用的个人

青岛：3月13日

及作品照片进行宣传。
若比赛中出现任何故意妨碍其他选手的行
为，刚该选手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拥有规则的最终解释
权，评委无权修改规则。

上海：3月23日
成都：6月8日
厦门：4月13日
广州：5月10日  

台北：4月10日

香港：5月7日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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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Chose Coffee
to be My Career
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做咖啡
文_乔治/JOE
      青岛乔安咖啡有限公司创办人

1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做咖啡？”这是从业7年

一脚恍惚，世界变得不那么真实，我与几位已经

来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与很多人一样，我在

在本地工作的同学去为他送行，无心打伞，雨滴

入行咖啡之前也做过几份看似无关的行业：

如石锤一样敲碎了自以为稳固了的人生观。

记者、编辑、互联网交互设计师，如果不是拐点来

回到单位后，便提交了辞职申请，经此一

临，也许自己现在还在北京或上海的某家互联网公

行，才深刻明白，“人生无常”断不是句虚言，

司供职。

那句“有些事情不做，也许就来不及了”来得无

7年前在公司的电梯间里，我接到了来自高中

比无奈，如此真实。

同桌的电话，一年半的同桌、高中时的挚友，电话

开家咖啡店吧，人生是一炷香，风雨可使之

那头虚弱的几句问候，身体似有抱恙，几日后他辗

消停，趁燃着，能静静地安定身边人，也挺好。

转济宁、济南、北京三城，最后诊断为膈肌肿瘤医
治无效，至此阴阳两隔，那一年他22岁。
老家下葬的时候，初夏小雨阴绵，一脚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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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2017年初创办乔安咖啡公司前，6年
的实体店经营是笔宝贵财富。
从互联网公司辞职后，便在青岛开起

了自己的第一家咖啡店，40平方，4张桌位，装修
简单，事事己办，每当有新客夸赞用心，便不由情
怯，不敢妄称专业的咖啡，不敢妄称精致的装潢，
仅以待友的心思接待往来客人，倾听或倾诉。
没有租房，索性在店里一住就是一年半，每
有盈余便不断学习，不断修整细节，相信同在开
店的读者必能神会这种诚恳。
开店不易，不易在能耐得住寂寞。

4

深入咖啡原产地理念，我们目前已与哥
伦比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塞俄

在现场场地检验之前，需要到省局网上系统

比亚、肯尼亚等多家庄园、处理厂建

填写、提交申报资料，再到当地行政审批大厅药监

立长期合作关系，两年来投入跟进的哥伦比亚

局窗口进行网上审核，需要准备的文件材料包括：

Santuario庄园也将在2018年与大家见面。
咖啡生豆、咖啡熟豆、培训课程、媒体业
务，成为乔安咖啡公司四大主营版块，希望在新
的一年可以在大家的咖啡征程上有所助力。

营业额从一天一两百到上千元，一年半后店
面迁至隔壁140平米的商铺，三年后又开启一间
260平米的新店。
当时有客人问：“你觉得开咖啡店开心吗？”

2011”、”NY/T605-2006”的检验依据文件。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平面图，
需要标注比例；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

最后，与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一家拥有正规

需要标注比例；

SC（国家食品生产许可）的咖啡烘焙工厂，望

★工艺设备布局图，需要标注比例；

对大家有所启发。

★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前期准备

★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主意、守秘密，看着他们结婚生子；生意人让上

在《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第14期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

小学的孩子来店里喝果汁写作业，告诉我说孩子

的文章中曾提到，“咖啡熟豆属于国家食品监管

在你店里放心；客人在店里开会、出装修方案，

领域，无证生产售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时刻面

建厂时需要注意，工厂功能区间隔需要考

开业时邀请务必到访，因为在这里寻到太多灵

临审查与管控。”根据Cafe Culture 2018年初的

虑卫生要求与工艺流程要求，以乔安咖啡烘焙工

感；指导学生去打市区咖啡比赛，看她拿到冠军

烘焙商调查数据，超过21%的受访者对烘焙业务

厂为例，我们配置了生豆仓库、生产车间、洗消

时的神色欢愉与激动泪水……

中生产资质认证如何办理表示关心。

间、成品库、包材库、内包区、化验室、接待

我想说的是，看两人在店相识，帮着男生出

咖啡如媒，连接万户千家，连接青春与年

“开工厂”与“开门店”属于完全不同的两

华。枝开叶茂之时，纵是小雨阴绵，也有满树桃

个领域，前者需要更多的从业经验和更多的时间

花为你撑伞。

精力投入，作为生产型企业，还将面临更多的约

这就是咖啡给我带来的莫大的幸福感。

3

束、责任与挑战。

★法律规定的其它材料。

室、办公区共9个功能区，其中前7项都属于烘焙
工厂必须设置的功能分区。
内部管理制度方面，需要报备包括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出厂检验记录

2016年做起一个叫“精品咖啡美学”的

在开始这件事情之前，个人建议至少在三个方

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

公众号，初衷便是分享一些个人对咖啡

面的资源已经到位：充足的资金支持、对生豆和烘

度、不合格管理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食

的看法，希望帮助更多人少走些弯路。

焙业务有专业性理解、已经拥有充足的基础客户。

品安全事故处置制度等8项基本管理制度，按照

感谢Cafe Culture、咖啡沙龙、咖啡精品生活等

以选址举例，食品生产型企业选址需要远

国内众多咖啡媒体分享与传播，经过近两年时间

离居民区、远离重污染企业，类似水泥厂、油漆

沉淀，“精品咖啡美学”现已成为国内有影响力

厂、化工厂、造纸厂等等都要避而远之。

的咖啡内容分享平台，并成为多家咖啡机构、媒
体、咖啡论坛与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
2016年底，乔安咖啡烘焙工厂也已孕育成
型，新团队皆为咖啡赛事获奖选手和多次担任国

需要另行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工厂所使用的所有机器设
备、原辅物料等都必须具备合法合标的供货凭

在面积要求方面，各地政策或许有所不同，

证，大到烘焙机、包装机等设备的合格证明，再

一般不可低于500平方，因为工厂内部间隔需要

到咖啡生豆的检疫证明，小到专用消毒酒精的资

按照不同功能区严格划分，面积充足才能保证动

质证明，都需要准备齐备。

线科学、布局合理。

在现场场地检验时，如果首次未能顺利通过

内赛事评审成员，工厂项目2017年9月启动，11

在租约手续方面，需要可以落户企业的正规

审查，需要根据整改建议调整后，再次重新申报。

月获得全国食品生产许可认证，12月“乔安咖

园区或有明确土地产权手续，租约不得少于5年。

各地执行政策有所差异，具体实施细节需要

啡”企业淘宝店上线。
去客户的店面坐一坐，成为了当下幸福感最
强的一件事。
每当看到有客人侃侃而谈，有咖啡伴手边，
知道他们在品尝着团队烘焙的产品，品尝着自己
的作品，想到全国各地类似的此情此景，也许，
再没有比分享幸福感更开心的事情。

在着手这些事情之前，我建议大家到当地药

以当地食药监建议为准，是的，在这期间你会遇

监局咨询一下，办理流程和资料准备各地会有部

到各种各样琐碎的事务，需要处理非常多没有经

分区别。

验的棘手问题，就像在建厂前朋友反复叮嘱我的

建厂与申请
SC的审核分为两个部分：产品检验与现场
场地检验。

那样：“你真的决心涉足生产型企业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千锤百炼后的肯定，那么，
准备在新的一年开始迎接新挑战吧！

产品检验需要将你的产品样品送至有检验资

存在即是陪伴。

质的机构，获得全项的检验报告，这包括：感官、

作者简介

岁月行走，景致翩然而过，咖啡不在玄学之

水分、净含量、铅、砷、致病菌、六六六、滴滴

乔治 JOE，青岛乔安咖啡有限公司

上，咖啡是一种传达，它存在于爱人的早餐里，

涕、咖啡因、营养成分等多项报告，以证明你的产

创办人、“精品咖啡美学”公众平

存在于顺畅的商谈边，存在于温情的写字间，存

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如果需要详细了解，

台创办人、多家媒体咖啡专栏撰稿

在成一种“温暖”的字眼。

可以查询国家“GB7718-2011”、”GB28050-

人，邮箱：joecafe@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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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ity
TRENDS
[ in Australia ]
10
2018 年澳洲餐饮业

大关键词
文_Silver Chef

自Silver Chef的最新一期《餐饮服务业

来

Deliveroo、Uber Eats和Foodora等，比起去超市

愿意花更高价格购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咖啡、牛

成功指南（HISI）》新鲜出炉，该指南

买菜或从餐馆外带食物，在家直接订餐的舒适与

奶等产品，正是因此，当地所产食材由于信息透

分为5个子报告，从5个不同方面，对

便捷正在对传统餐饮业服务模式发起巨大挑战。

明、可追溯，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如今，已有

2018年澳洲餐饮业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在

为适应这一新潮流，许多餐馆和咖啡厅选择延长

43%的餐饮服务机构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

第一个子报告中，“咖啡厅和餐馆市场”报告全

营业时间，改变菜单结构，甚至选择迁址，扩大

性，并不断提高着本地取材的比例。

面总结了过去12个月中澳洲咖啡厅和餐馆市场的

外卖服务范围。但需要提醒的是，经营者必须保

主流趋势。该报告涉及全国超过250家餐饮服务

证他们的服务能力能够与更大的需求量相匹配，

在过去的一年，红酒品鉴师愈发受人欢迎，

机构，Silver Chef对每一位经营者进行了独家专

食物的品质和标准不能出现波动，否则他们的品

澳洲消费者对于红酒的了解和热爱正在不断加

访，并从他们所讲述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牌形象和声望将受到威胁。

深，为此，餐馆需要为顾客提供更多产地和葡萄

当中，总结出了今年餐饮业的10大关键词。

Nutella
关于Nutella的重要性，相信已经无须赘述，
如今，Nutella几乎无处不在，澳洲人民对于该品

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仍将是澳洲人的首选，如今已有
10%的澳洲人成为了完全的的素食主义者，这一
比例在今后几年仍将持续扩大。

红酒

种类选择，同时做好与美食的搭配。

风雨无阻
研究显示，美食爱好者们无论是刮风下雨，
都不会停下追求精致美食的脚步，在美食面前，

牌巧克力酱的热爱已经不可阻挡，人们正在用更

抹茶、姜黄和茶饮等是最受欢迎的代咖啡产

没有任何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这是对餐厅和咖啡

多的新创意和新想法，用Nutella制作各式新鲜甜

品，只是向顾客解释咖啡因的好处是不够的，这

馆服务质量和产品品质的极大考验，也证明了目

品和饮料，无论是蛋糕、布朗尼还是巧克力三明

些代咖啡产品能够在提神醒脑的同时，避免人体

前澳洲消费者对于他们钟爱品牌的忠实度正在不

治，都备受消费者喜爱。

摄入额外咖啡因。

断提升。如今，在澳洲有87.2%的餐饮服务机构

金酒

此外，代奶产品持续火爆，消费者如今需要

金酒将成为酒吧新宠，人们对于金酒的了解

更多品种的植物奶来代替牛奶，其原因在于乳糖

正在不断加深，精品级别的金酒和用金酒制作的

不耐受人群正在持续增长，且人们对牛奶消费的

各式鸡尾酒已经被誉为是“成年人的伏特加”。

抵制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汉堡

经营规模均为中小型，这说明澳洲人对于精品本
地美食的热爱更加强烈。

原汁原味
随着健康饮食潮流的不断兴起，未经加工处

社交媒体

理、原汁原味的生食材和生甜品正在成为市场新

汉堡继续保持着在澳洲餐饮市场的主导地位，

点评和推荐是咖啡厅和餐馆成功的关键，因

宠，人们相信这些是“最纯净”的美食，能够最

但它的角色正在从“终极简餐”向“超级食物”转

此社交媒体策略必须得到每一家餐饮服务机构的

变，这或许要感谢社交媒体的帮忙，各式美味、诱

重视，如Geotagging和#foodporn等美食点评网站

人的汉堡图片如今充斥着各大社交媒体网站。

的用户正在快速增长，人们的口口相传正是决定

作者简介

当下市场咖啡厅和餐馆成功的关键。

Silver Chef成立于1986年，是澳洲证券交易所上

外卖APP
去年，咖啡厅和餐馆外卖APP的使用率提
高了17%，其中以简餐外卖服务为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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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保留营养成分和健康功效。

本地取材

市公司，为超过三万名客户提供餐饮服务业咨询

有40.5%的咖啡厅和餐馆表示，他们的顾客

服务。

“…如果没有使用必要的保护措施，不要将
冷萃咖啡置于室温环境下。”
你真的理解冷萃这种冲泡方式存在的风险吗？
无论是微生物还是病菌，你的冷萃咖啡都要
尽量远离，从而保证你和顾客的身体健康。
微生物感染的来源可能是水、设备、周遭环
境甚至是你自身。
细菌的加速繁殖在低氧等储藏环境下会催生
有毒物质，且目前所有冷萃咖啡都没有添加防腐
剂，这些不起眼的细菌很可能对你的身体健康带
来巨大隐患。
无害细菌，例如酵母等也会给咖啡口味带
来负面影响，而有害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
杆菌、李斯特菌等虽然没有味道，但会给身体
带来直接损害，危及到你的顾客甚至是整个咖
啡工业。
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你需要遵循“生产

如何安全的储存冷萃咖啡?

质量管理规范（GMP）”，其中包括：
★清理和消毒，确保用于处理和包装冷萃咖
啡的设备和仪器是无菌的；
★冷萃咖啡pH值低于4.6；
★每批产品必须经过实验室设备检测；
至于保质期，我个人推荐冷萃咖啡在冰箱中
的保质期不应超过3-5天，冷萃咖啡浓缩液在冰
箱中的保质期则不应超过7-12天。
使用冰箱可有效控制孢子体活性，其生产过
程中会产生毒性物质，污染食物。首要原则是，
如果没有使用必要的保护措施，不要将冷萃咖啡
置于室温环境下，否则很快咖啡便会滋生酵母和
霉菌。
我并不是在耸人听闻，虽然概率很低，但我
们仍应注意以上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的

文_Justin Metcalf

恶劣后果，因为作为服务者，我们要对所有顾客
负责。

作者简介
Justin Metcalf是知名咖啡及咖啡厅咨询专家，他
经营的Luxe Brew Australia & Singapore提供各式
烘焙咖啡、咖啡粉，以及最新咖啡酒精性饮料，
例如意式浓缩马提尼、咖啡甜酒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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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品咖啡的特殊之处在于，咖啡的冲泡
过程极大决定了咖啡的品质；与之相
比，我们所购买的啤酒或红酒在饮用

之时便已经是成品，我们唯一要做的便是控制好
饮用时的温度，无需再顾及其它条件，这和我们

Remember That
The Perfect Coffee

Is 92 Percent Water
请记住：
咖啡的92%是水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在咖啡厅所体验到的服务完全不同。
为什么我们在家中用同样的咖啡豆冲泡出来
的咖啡总是和精品咖啡厅里咖啡师所冲泡的味道
不同呢？
这或许和他们多年的训练和从业经验有关，
但更多是在于他们掌控咖啡冲泡中几个关键化学
和物理反应的能力，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
核心主体。温度、水质、咖啡粉研磨度、水粉比
例、时间和生豆品质都会直接影响咖啡的品质，
唯有全面掌握这些变量，我们才能保证精品咖啡
的品质稳定。

精品咖啡究竟有多浓？
除了心理和外界环境因素以外，想要了解为
什么咖啡师冲泡的咖啡如此好喝，我们需要深入
了解冲泡的每个环节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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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符合大众消费者口味的咖啡可溶

首先关于水质，由于咖啡是一种偏酸性的饮

物质浓度，包括有机酸、美拉德反应产物、酯类

料，水的酸碱度对咖啡的口味会产生巨大影响。

和杂环化合物等，滴滤咖啡中的比例通常在1.2-

我们通常认为，钙离子和碳酸氢盐（HCO3-）含

1.5%左右，意式浓缩咖啡则为8-10%。浓度超出

量较低，可溶物质总量（TDS）低于100的水是

这一范围，咖啡的味道就会变得难以接受，幸运

“水质较软”，用这种水冲泡咖啡，咖啡的味道

的是，在意式浓缩咖啡机和专业冲泡技术的帮助

通常偏酸，甚至接近尖酸。若碳酸氢盐含量很

下，8-10%的浓度是可以实现的。

高，则“水质较硬”，例如自来水，TDS 度数很

当然，1.2-1.5%的浓度范围也是可实现的，

高，用这种水冲泡咖啡，水中的碳酸氢盐会中和

手冲咖啡、土耳其咖啡、阿拉伯咖啡、爱乐压、

掉咖啡中的酸，因此咖啡味道会变得平淡，带有

法压、虹吸或批量冲泡等都能冲泡出浓度在这一

滑石粉味。由于咖啡中92%的成分都是水，精品

范围之内的美味咖啡，且与意式浓缩咖啡相比，

咖啡师们需要通过专业的水过滤系统，来调整优

此类冲泡设备的另一大优势便是价格便宜，适合

化水质，从而保证咖啡的最终品质。

家中使用。当然，使用意式浓缩咖啡机也能达成

最理想的水质应当TDS度数适中，最好请教

这一浓度范围，那便是美式咖啡，即用热水对意

专业人士来对你所使用的水质进行检测，否则你

式浓缩咖啡进行稀释，以降低其浓度。

很难知道水的碳酸氢盐含量。想要感受水质对咖

此时或许你产生这样的疑问：虽然方法不

啡口味的影响，你可以用碳酸氢盐含量最高的依

同，但所有咖啡看起来都差不多，可味道为何差

云矿泉水和过滤后的水冲泡咖啡并进行比较，效

别如此巨大呢？

果非常明显。

当水遇到咖啡，会发生什么？
低浓度咖啡冲泡设备可大体分为两类：浸泡
式和滴滤式。

此外，咖啡粉粗细的均匀度也非常重要。
“第三波浪潮”追捧者会提示你不要再使用
刀片磨豆机，因为这种磨豆机无法保证咖啡粉粗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二者最大的区别之一

细均匀，有极细的咖啡粉，同时也会有大块的碎

在于，浸泡式咖啡在冲泡时的温度更高，其实咖

片。相比之下，齿轮磨豆机则能够将咖啡粉磨成

啡萃取速度最慢的部分并非是水溶解咖啡粉颗粒

粗细均匀的微小颗粒。

表面物质的过程，而是从颗粒内部将精华口味萃

但对于如何设定齿轮磨豆机的研磨参数，

取出来的过程，而温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过

存在着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咖啡粉应当越

程的速率。

细越好，以最大程度上增加水与咖啡粉的接触面

温度越高，意味着从咖啡粉颗粒中萃取出

积，尽可能萃取出咖啡中的净化口味，提高咖啡

的精华口味越多，但要注意的是，高温还会将咖

的浓度；另一种说法认为，咖啡粉应当越粗越

啡中的负面口味萃取出来，如“咖啡风味轮”所

好，以避免萃取出咖啡中的负面口味。其实最终

示，从“绿色/蔬菜”到“纸味/土味”等便是咖

的选择权在你，是粗是细，应当根据个人口味喜

啡中常见的负面口味。

好而定。

相比之下，手冲和其它滴滤式冲泡系统则更

最后，咖啡的新鲜程度极为重要。烘焙好的

为复杂，与时间可控的浸泡式冲泡系统不同，滴滤

咖啡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易挥发物质，这些

式冲泡系统的冲泡时间完全取决于咖啡粉的粗细，

气体和物质均被所在咖啡豆体结构当中。随着时

因为咖啡粉颗粒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流速的快慢。

间的推移，这些易挥发物质会慢慢流失，流失的

同时，水粉比例也至关重要，简单来讲，咖

越多，咖啡的口味损失就越大。如今大部分咖啡

啡粉越细，水滤过咖啡粉的阻力就越大，流速就

厅不会再使用储存时间超过四周的咖啡，因为他

越慢；若水粉比例提高，即咖啡粉量更低，整体

们非常清楚咖啡的新鲜度究竟有多重要。

冲泡时间就会变短，因此，对于滴滤式冲泡系统

因此，不要因为在家中冲泡的咖啡味道没有

的控制更加复杂，对时间的掌控难度要比浸泡式

精品咖啡厅的好而感到难过。想要真正做出最高

冲泡系统更大。

品质的咖啡，你需要严格控制许许多多的变量。

水质及其它变量重要性

但说回来，这些变量并不是用计算器能够计算出

即便是优化了冲泡方法，你在家中或办公室

来的，而是必须通过你用舌头亲自品尝的。只要

所冲泡出来的咖啡味道依旧无法与咖啡厅相比，这
主要是因为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影响着咖啡的品质，
其中以水质、咖啡粉研磨度和咖啡新鲜度为主。

你觉得咖啡够好喝，这就足够了！
请记住水对于冲泡精品咖啡的重要性，并尽
情享受你的咖啡热饮或冰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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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澳大利亚这个南半球最著名的国

新，长途旅行的疲惫一扫而空，刚从机场出口走

家，人们都会习惯性的联想到，这是

出来就闻到浓郁的咖啡香，迫不及待的去买第一

一片自然环境优美，物资富饶的广阔

杯澳洲的咖啡：Hudsons Coﬀee的白咖啡。

土地。澳大利亚是一个新兴国家，没有像中国超

讲真的，咖啡倒是普普通通的商业咖啡，但

过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16世纪，这片大洋中

是在繁忙的环境下，可以看出咖啡的标准化还是

的土地被人发现，这是个四面环海，世界上唯一

很高的，在墨尔本行走和探究了三天，以CBD为

国土覆盖一整个大陆的国家，时至今日，成为了

中心3公里的范围，一共走访了大概30家左右的

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元化移民国家，它就像一个

咖啡店，其实还要加上一些甜品店和卖场之类的

年轻人，朝气蓬勃，阳光四射，融进了全世界各

店铺，虽然不是咖啡店的招牌，但是我们看到了

地的人群，也繁衍了多元的文化扎根于此。

精品咖啡的普及。然后还有麦考利港三天以及悉

2017年11月，我随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来到澳洲，探索这里发达的咖啡餐饮市场。

尼四天，也到访了将近50家咖啡店，悉尼的咖啡
店要比墨尔本略微商业化一些，基本都是综合的

精品咖啡在21世纪高速发展，澳大利亚成

咖啡店，而且面积也要略大一些，也许是墨尔本

为世界精品咖啡市场的佼佼者，精品咖啡也成为

的城市要比悉尼小一点的原因，墨尔本的咖啡店

了澳大利亚的一个标签，在没有亲眼目睹之前，

分布相对要更密集一些。国外的交通条件不会像

通过不同途径对于澳洲的咖啡市场都有所耳闻，

国内的城市交通那么发达，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公

更多的是惊叹和羡慕，一个国家的咖啡餐饮文化

共交通可以到达的，所以我们基本以步行和乘坐

如何发展的这么好？飞行了11个小时后，我们降

有轨电车为主，出租车价格很贵，当然也可以适

落在了墨尔本，初夏的墨尔本阳光明媚，空气清

用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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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悉尼的中央市区道路大部分是有坡度的，
大小不同的咖啡店密集的分散在这些街道上，我
们的路线是去找目标店的路上，顺便也把沿途的
咖啡店一探究竟。我们发现悉尼的咖啡店经营情
况会和墨尔本有些许差别，在墨尔本的时候几乎
每家店的生意都很好，但是发现悉尼的咖啡店
会有部分落单的情况，在中央城区东面的Oxford
Street附近就有一家环境优美的小店，路过的两
次都发现很少人进去买咖啡。在我们体验了很多
咖啡店以后，发现这些咖啡店的出餐速度无一例
外都非常之快，而且摆盘的造型都非常精致；出
于职业本能，我会经常留意这些门店的工作区
域，大多都是不大的工作面积配备不多的工作人
员，但是环境卫生的保持和餐食出品井然有序。
看到这个状态不禁又让我联想起这一路看过的那
些吧台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操作标准非
常高效。再后来我们去了一些咖啡店，基本经营
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餐品方面会略有不同。
领略过这么多咖啡店以后，我觉得首先还是文化
根基的问题，对于西方文化盛行的移民国家来
说，咖啡就是大众习惯饮用的一种饮品。其次是
饮食习惯的问题，Brunch（早午餐）俨然在澳洲
不止是一种餐品，而是一种饮食习惯和文化；就

墨尔本

里的咖啡师都是亚洲面孔，甚至有不少是中国

好像是下午茶一样的概念，甜品类搭配咖啡的饮

在墨尔本，还有个别街边无意路过看到的

人，国人的咖啡技术日益强大了。咖啡店的咖

食习惯和肉类搭配酒类的饮食习惯，都是造成消

小品牌，也让人们眼前一亮。到澳洲的第一天

啡豆也都是多种和多类的，意式拼配、单一产

费群体消费倾向和国内不同的根本原因。除去讨

就让我们很疑惑的是，我们发现下午时段4点钟

地浓缩咖啡、滤泡式咖啡、手冲咖啡，基本能

论精品咖啡设备的话题，在意式咖啡潮流刮向全

以后，大部分的咖啡店和其他的门店就已经闭

喝到的咖啡豆都可以在门店购买。澳洲的咖啡

球的时候，传统的意式咖啡饮用方式和咖啡豆的

店了，着实让人不得其解。后来我们与这些咖

店都使用半自动咖啡设备，面对高于我们忙碌

烘焙风格却没有使得澳洲的咖啡文化固步自封，

啡店的咖啡师交流后得知，澳洲人喝咖啡的习

状态10倍的出品量，出品速度依然相当迅速，

精品化和浅烘焙的不同方式组合慢慢发展开来，

惯都集中在早上7点到下午两点左右的时段。澳

而且基本没有错单的状况。

现在的澳洲咖啡市场就是精品化的现实版，个人

洲的人工成本相当高，咖啡师每小时20-30澳

饮品的菜单也相对比较简洁，对于选择困难

觉得已经无需强调精品化了。除了大型连锁的固

元的薪资。所以很多门店都只有一个班次8小时

症的人是一个福音，因为只有几种，选择决断很

定咖啡风格，几乎所有的咖啡店都是精品咖啡的

的营业时间，上午是所有咖啡门店的高峰期，

快，咖啡师的工作步骤分工明确，负责萃取的，负

设备和多种类的咖啡豆供应。除了市场环境是无

例如墨尔本市中心的The Patricia Coffee，这是

责打发牛奶的，还有制作成品的，每一个人都训练

一个20平米左右的无座位咖啡店，去年澳洲咖

有素，工作流程井然有序，很规范的出品流程。比

啡店排名之首，每天8小时的营业时间可以售

如我发现一部分咖啡店的出品，在高峰期不止擦拭

出1,000-1,200杯左右的咖啡，其他一些品牌纵

粉碗，而是将整个粉碗取下正反擦拭。我觉得对于

然不是都这么夸张，但是每天500-1,000杯还

咖啡店这种类似的服务行业，服务标准和状态尤其

是很正常的出品量。至于网络上盛传的澳洲咖

重要。我们去过的这些服务场所，工作人员的工

啡店土豪级设备照片是层出不穷，我们也发现

作状态让我感觉很棒，这些门店的工作人员总是笑

这一点确实名不虚传，售卖咖啡的场所基本以

容洋溢，负责点单的人都是热情饱满的服务状态，

La Marzocco和Synesso两个品牌的机器为主。

给人的感觉很亲近，而且问题多的话也都是逐一解

至于磨豆机更不用多讲，很多同款磨豆机都是

答。服务的态度很积极，更重要的就是对自家品牌

定制版的大容量豆仓，因为要应对高出品量的

的产品都很了解，让我更加感觉到制作标准重要，

需求。关于咖啡师也要强调一下，很多咖啡店

对于顾客的服务更重要。

59

法比较和效仿之外，我觉得其他方面是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的。比如对于咖啡的不同理解适用在
实际出品方面，勇于开发和尝试不同的方法来制
作出更优质的一杯咖啡，所以澳洲的咖啡名人辈
出，就像Matt Perger那样，勇于尝试用EK43磨豆
机登陆国际比赛舞台，并使得这样的咖啡豆研磨
方式和萃取理论风靡全球。
咖啡店属于餐饮行业，那么服务水平和标
准就显得至关重要，一杯好的咖啡也应该匹配优
质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不是要求，而应该是基本
条件。比如在有的时候，当我在北京走进一家咖
啡店，服务员又或者是咖啡师没有丝毫微笑的同
时，也不会主动询问顾客的需求。还有就是服务
的意识和标准，主动为顾客提供服务，第一时间
响应需求并快速解决，这些高品质的服务标准，
包括我也需要自我检讨。不论在我作为咖啡师面
向顾客的时候，又或者作为培训师对工作人员
培训的时候，其实离最佳状态都还很有距离。凡
事要从手头做起，不论是咖啡技术，还是服务标
准，又或者是运营之道，我觉得思考的同时也要
着手寻找可实践的方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
们的咖啡市场也会走向世界之巅。

金豆杯
在整个行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金豆杯的
参观过程，金豆杯烘焙大赛在澳大利亚已经连续
举办12届，是澳大利亚咖啡行业的风向标，历
年来也彰显和挖掘了很多品质高超的咖啡品牌，
2013-2017年的总冠军是我们已经熟知的Black
Mary、Uncle Joe's、De Bella和今年的冠军ONA
（2015WBC世界冠军SASA的品牌），活动本身
是对行业信息的分享和融合，比赛的形式又是对
不同规模的烘焙商的鼓励和鞭策。今年有个很有
趣的事情，比赛颁奖晚会上，我们和来自墨尔本
White Mojo品牌，这个品牌是由墨尔本的华人创
立不久的，他们也是对金豆杯仰慕已久，但来参
赛之前也听了市场上很多不实传言，宣布结果之
前十分担心内幕暗箱有操作，结果在比赛中他们
真的是满载而归，拿到了不同咖啡种类的超过10
个奖牌，凡是竞赛肯定就存在争议，即使是奥林
匹克这样的比赛也难以避免，只要自己对于技术
层面有独到的见解和突破，最终都会为自己的想
法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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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雪。
巴黎在我十米之内，等一个绿灯，推门而入。

”

北平的初秋，这是我在April的第一个午后。

开店一年多了，April and Cafe一直在做的就
是革新,从一开始做甜品，到现在做创意饮品，

我们不断在推翻重建，唯一不变的是创新精神和
对品质的追求。
我不是一个技术控，所以我不会过度追求
参数和细枝末节。这完全解放了我的思想，在
做好传统咖啡之余，我可以根据豆子的特点不
断创新。对于创意我想多说两句。我是个爱生活
的人，所以我会观察到很多生活中的细节。比如
季节更替，于温度、于色彩、于气味等。同时我
也是个点子不断的人，因此对于创意饮品，我会

文_郭宋
      April and Cafe

融入更多生活的感受，给予客人们更全方位的体
验，不仅限于味觉，还包括嗅觉视觉听觉等。

我

叫郭宋，是个北京男孩儿，2016年10

2017年我得到的最好评价是：原来咖啡还可以

月，我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开

这样喝～

了自己第一家店，April and Cafe。

从一开始就想做一家与众不同的店，不管

自制咖啡 喱、糖浆、牛奶、混合果干

是风格还是产品本身，幸好我是设计师出身，

创造 “April and Cafe”的目的就是要推翻，

想有自己的风格还是比较好实现的。我以红白

首先它打破固定思维，把“喝咖啡”变成了“吃

黑灰为主色，灵感来源于一本我爱的图集《Paris

咖啡”。其次是打破了自然规则，通常固体达到

in Love》，整体风格偏于小法式，温馨、浪漫。

熔点会转化成液体，比如冰在0度以上会融化，

不同于北京其他咖啡馆，April and Cafe 在街

而“April and Cafe”在70度左右才会融化，对于

边，而不是胡同，所以我从不标榜April and Cafe

大部分可食用的固体食材在70度的时候就已经

是精品咖啡馆，因为我不希望客人们带着戒心

是液体了。再有就是“April and Cafe”所用的咖

进入店里。

啡是一款中深烘焙的意式拼配，有坚果和可可风

“

对于环境，我的朋友这样说：

味，但我们一直觉得为什么意式拼配不能用手冲

眼睛，光，与情感。

呈现？所以我们打破传统，用手冲方式呈现意式

行走的人群，双层巴士，红绿灯。

拼配豆子，在滤掉油脂，使咖啡液更干净之外，

你和她很配。

风味也更明显了。

你问为什么?
她是巴黎红，浪漫、邂逅；是创造力，惊
喜、期待；是特立存在，崭新、张扬。

落（Falling）
双份浓缩、秋梨膏、80度热水、肉桂威士
忌、甜姜片、桂花

他是缺乏经验但敢于为客人烘烤蛋糕的”甜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我们选择加入烈酒，并

点师”，是咖啡馆里卖着精酿啤酒的任性老板，

选用能代表秋冬季的食材，比如甜姜、肉桂、桂

是‘平庸’和‘穿红底鞋的女孩’的创造者，柑

花，还有具有北京特色的秋梨膏，咖啡豆我们也

橘属、糖渍姜、肉桂酒，于此刻散落在 April 的

特意选择了一款中深度烘焙的意式拼配，有突出

每一帧时光里，一一为你呈现。

的甜瓜、焦糖、黑巧克力风味。

她是你张扬的创造力，你是她浪漫的诠释者。

北京的秋天实在太美了，气温合适、天高云

光阴四洒，午后拉长的树影在吧台投射，柜

淡，还有金黄的银杏叶铺满大街小巷，为了留住

角线条延伸到水泥地上，有只小家伙躲进阴影里
寻觅打转，说话间隙已不见其踪。夜幕叩门的时
刻，屋里亮起灯，今日此处，谁曾路过，谁推门
而入，谁携着款款深情而来。
像日夜在等黎明黄昏，像眉眼余光在等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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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丽和咖啡（April and Cafe）

北京短暂的秋天，我们创造了这款咖啡。
除了这两款，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款全新的创
意饮品推出，也许是咖啡也许是酒。
我们在不断进步，发现生活之美，与你一起
感受。

Sales ：Susan Dong
Phone. +86 21 3211 4588*218
Email. Fang. Dong@Pentair.com

Welcome to Pentair’s booth on Hotelex

Booth Number : E7 G70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 Expo Center

EVERPURE Claris

TM

26-29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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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更愿意称它为：天使之铃，我们选用最经

界并不是新面孔，而且这已经是他的

典标准尺寸的法国MAUVIEL黄铜模具，制作可露

第四家咖啡馆，当然这些店，都拥有

丽的面糊流程包括：香草荚的浸泡需要36小时、

自己独立的个性与特色，而Tags则可以被标记为

烤制时间两个半小时、倒扣脱模晾2小时，之后

“简约”、“纯粹”。也许试图去解释这两个词

才是最佳品尝阶段。

会有违它的含义，但对于有十年咖啡经验的店主

咖啡馆的装修布置 - 光源与自然
光的结合

来说，这份简约、纯粹可以说是历经时间考验和
沉淀得来的结果。

光源的布置是Coﬀee Tags的一大特点，摒弃

随着时间过去，你会看清并看轻很多东西，

了之前流行性冷淡风格的白色光源，以及复古工

唯有真的热爱会留存下来，Coﬀee Tags就是被完

业风的暗黄光线，而是将自然光引入，调和了光

好保留下来的热爱，每个已经来过的人都会感受

源的冷暖度，所以身处水泥色调的室内，也丝毫

到这点。

不会觉得压抑或没有温度。

精品咖啡和器具 - 爱乐压萃取

有什么不同 - 出品策略的计算

据我所知北京用爱乐压出品咖啡的，我们应

出品思路和以往不同，我们进行了反向推

该算是首例，爱乐压带来的高醇厚度和甜感，使

算。先确定想呈现给你一杯怎样的咖啡；然后选

每份出品的差异也被缩小很多，提高了一致性。

择豆子，确定杯量和杯型；再推算浓缩和牛奶的

精品咖啡和器具 - LYN WEBER
WORKSHOPS EG-1磨豆机

占比；最后算粉量，送到你手中的咖啡，不再是

全北京大概只有三家有这台磨豆机，特点是
可以调节转速，根据不同的豆子、不同的冲煮方
式进行调节，这样会使冲煮的失误率降低，并且
保证每款咖啡豆的风味得到更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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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Tags

不仅事关咖啡，更是你生活的映照

说

起来Coffee Tags和它的主理人在咖啡

咖啡师凭借经验冲煮的那一杯，而是你会喜欢的
那一杯。

Coﬀe Tags主理人 - 老赵
自IT行业转行而做了咖啡师的老赵，身上仍
偶尔会看到程序员的腼腆，但做起咖啡的他，却

饮食供应 - 周末限定款甜点

平添了闪耀的光彩，令人信服。积极参与咖啡赛

可露丽Canelé也有翻译作卡纳蕾，波尔多地

事的他也曾获得：

中国大陆地区
咖啡餐饮行业
企 业 名 录

Cafe Industry Directory

企业名录

（排序按商标首字母）
★ 2014年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
第四名
★ 2017年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北京赛区
第二名

两款风味的意式咖啡豆可供选择
★ Wake up醒：代表散发醇厚巧克力香气的
传统意式咖啡豆

咖许茶咖啡贸易有限公司
性

质：经销商 + 开店培训

联系人：缪维乐
电

话：135 4034 1400

地

址：成都市盛安街401号凯旋南城B栋1005

经营范围：咖啡店全套设备、MONIN 糖浆全系、红酒、
咖啡豆、咖啡店技术支持

★ Enjoy享：应季供应不同产地单一豆种
的咖啡
两款与牛奶的结合都将产生意想不到的口感。

意咖多自家烘焙
店内选用的咖啡豆绝大部分来自自家烘焙，
我们的烘焙品牌沿用了老赵之前的店名“意咖

Coﬀee Artist 咖啡博物馆
性

质：培训学校

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蠡昂路145-3号

联系人：苏园

多”。虽然在烘焙领域我们仍然是新人，但今年

联系方式：139 1314 5205

在青岛的烘焙赛中意咖多烘焙师与很多前辈同场

主要合作课程：SCA咖啡认证课程，咖啡师技能认证，金杯萃取认证，烘

竞技，轻松入围决赛，当然，我们对咖啡的态度

焙认证，咖啡拉花专业班，咖啡拉花职业选手班。

也很Open，所以也会甄选高品质的其它品牌豆
作为日常出品之用。

奶茶 - 大地与海 Prana Chai
这款印度香料奶茶在咖啡之城墨尔本，拥有
大批粉丝，采用Ayurvedic（阿育吠陀）技术，出
产传统印度香料茶，Prana Chai的创始人寻遍五
大洲45个拥有古老香料配比智慧的国度，最终回
到墨尔本开始了配制工作，Coﬀee Tags以海盐调
配这款浓香四溢的奶茶，形成的奇特口感使尝试

品读时光咖啡学院
性 质：培训学校
联系人：张田田
电 话：159 6979 4560
地 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琵琶山路万达D座南邻一楼
主要培训内容：SCA国际认证咖啡师、金杯萃取、感官杯测、烘焙师、
Q-Grader课程、咖啡兴趣课程、咖啡拉花课程。收费区间：兴趣课程1,800
元起，SCA考证课程1,200元起，组合套餐报读享更多优惠。外地学员免费
午餐及住宿。

过的人余味难忘。

特饮 - 白夜 White Night
开店以来指名率最高的咖啡饮品，出杯量一
直稳步上升中，取名自极地的一种自然现象，当
黑夜（浓缩）与白光（冷牛奶）交织，则形成了
层层渗透的融合现象，触动的那一刻开始，请让
镜头率先替你品尝这份美丽。
秉持着简约、纯粹的理念，我们的菜单上只
保留了10款饮品，但是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每

青岛乔安咖啡有限公司
性 质：咖啡豆烘焙工厂
地 址：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新城工业区北部工业园内
联系人：乔治
电 话：15194234521
淘宝店铺：乔安咖啡美学
公众号：精品咖啡美学
经营范围：咖啡熟豆及相关产品供应，OEM代工生产服务，咖啡技术指导
与委托培训

一款出品都将令你印象深刻。随着季节的更替，
我们也会更换不同的甜点与咖啡饮品，映照出每
一个时节的特色，也映照出生活中的你，这也是

叁拾而立烘焙学院

Coﬀee Tags“用咖啡，标记生活”的本意，至于

性

标记的内容则由每一位客人来填写了。

联系人：陈

Coﬀee Tags
地址：北京西城护国寺街85号护国新天地一层
电话：+86 138 1046 699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 - 19：00
公众号：hong-coﬀee

质：培训学校
磊

电

话：189 1128 1587 / 189 1033 5653

地

址：北京朝阳惠河南街南岸一号64-106一层南门

主要培训内容：私房烘焙创业课、天然酵母软欧包课、起酥类面包课、咖
啡基础课、咖啡拉花进阶课。收费区间：私房烘焙创业课程：8,344元/人
（套课价）、咖啡基础课程：6,980元/人；咖啡拉花进阶课：3,480元/人、天
然酵母软欧包6,800元/人、起酥面包2,980元/人。外地学员可住宿，费用每
天4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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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Four Years to

Open a Cafe
in a

Container!

四年时间，
我把咖啡馆开进了集装箱

开

了四年的咖啡馆很多，可花了四年时

就在前不久，我们关闭了开设近四年的泗泾

间去筹备的咖啡馆并不多见，更何

老店，全力投入工厂的扩容与规划，其实对于市

况，这还只是开在集装箱的微型咖啡

区新店，Robin心里早已有了数，只是在等一个

馆，门店小到仅仅只有一个门的大小。

对的位置，这一等，就是四年。

这样一家店，能够有市场吗？要知道，在中
国，咖啡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仅仅是喝一杯咖

也许可以用一首歌来诠释Robin此刻的心情 《终于等到你》。

啡的地方，更是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以“第三空

就在生产体系完备、团队协作稳固之时，

间”形式而存在的，绝大多数人去咖啡馆，与其说

Coffee Midori顺势而生，门店虽小，但在短短几

是泡咖啡，倒不如说是泡空间、泡环境、泡WiFi。

天试营业期间，已有了不少常客。店内的小姐姐
Even尽心尽力把控出品，每日清晨都会对三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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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上海，从71路终点站“延安东路外滩

豆机、三种不同意式豆进行调整及咖啡机对应的

站”下车，一个刚好眺望到环球金融中心与金

萃取设定，这项工作的完成时间是在8:15之前，

茂大厦的位置；或是地铁10号线“豫园”1号口

中午饭点前还需全部校正一次，若豆子稍稍新鲜

出站，走向城隍庙，穿过打太极的老人和各式各

了一点，校正的频率则更高，同时Even也是我们

样的游客，沿着四川南路踱步，经过几家未开门

专业的杯测师。另一位男生“祖名”（不要问为

的服装店和正准备收摊的早餐车，未到延安东路

什么，因为长得像）除了对咖啡的热爱及努力进

便能看见高登大厦，而Coffee Midori就在它的楼

取这些咖啡师出厂“人设”外，更会帮助你打开

下，楼宇环绕、车马横流的外滩，是最上海的地

“尬聊”的新世界。

点之一，一家咖啡店，再合适不过这里的腔调。

拿铁、澳白、Piccolo，一杯咖啡为什么能让

原谅色是这只集装箱店的主色，却和潘通

你的早晨甚至一天Lighten up？除了咖啡因，除

色15-0343（草木绿）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主

了高颜值的拉花，除了基本上听都没听过名字巨

理人Robin， 一直对绿色植被与钢铁工业的强力

长的咖啡豆，因它的五味平衡与温暖绵滑；因为

融合有着很深的执念和审美。越是湮没在现代生

把它递给你的咖啡师的一声问安、一句闲聊、或

活中的人们，越是对自然与生机充满渴望，草木

是一个逗趣的微笑，比如“祖名”的微笑；更因

绿是唤醒一年之计的色彩，而这家集装箱店取名

为Coffee Makes Life Midori，愿你能去体会，也

Midori，是冀望她能唤醒你的一日之计。

愿你原谅这个躁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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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otsford
Road
Coffee Specialists

A

bbotsford Road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澳

了巨大成功，但在美国纽约，Phill的野心仍刚刚

部资源和知识，当然，一切还是要从最优质的咖

洲咖啡公司，它充满激情，将最纯正的

起步。为此，公司委派了销售和商业发展经理、

啡做起。作为咖啡贸易先驱、与产地关系极为密

咖啡文化带向纽约。

公司合伙人Logan Kedwell亲自前往纽约监督指

切的International Coﬀee Traders （ICT，国际咖啡

导。Logan此前曾在澳洲成功经营了拥有4家分店

贸易商）公司合伙创始人，Phill Di Bella在咖啡产

级精品咖啡烘焙商、2016年金豆杯烘焙大赛总

的咖啡连锁品牌Buzz Bistro，积累了丰富的咖啡

业链上游，尤其与全球各地的生豆生产者拥有

冠军得主Di Bella的创始人Phillip Di Bella。他的目

厅经营知识和经验。为了进一步学习和了解烘焙

着非常广阔的关系网络。ICT是Di Bella的主要生

标非常简单，那便是将最好的咖啡毫无保留地带

和批发业务，Logan决定加入Di Bella团队，在这

豆供货商，其经营宗旨是坚持“从豆子到杯子”

向所有需要帮助的咖啡厅和餐馆，提升咖啡产品

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公司账户、经营业绩分

理念，确保生产者获得应有的回报，保持产地

的盈利能力，使Abbotsford Road成为Gowanus社

析、咖啡豆销售和冲泡技术研发。在纽约布鲁克

可持续发展。如今，Di Bella则成为了 Abbotsford

区精品咖啡的聚集地，成为澳洲餐饮文化的传播

林，Logan将运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其他咖

Road 的主要咖啡供货商。这一运作模式非常清

者。Abbotsford Road不是咖啡疯子们的实验室，

啡厅经营者们达成他们的目标，为顾客营造最独

晰、简单，为的便是确保所有抵达Abbotsford

而是与所有热爱咖啡的人分享和交流的平台。

特的服务环境。

Road的咖啡都是最高品质、最稳定、近乎精致

创建Abbotsford Road的想法来自于澳洲顶

Phillip于2002年创办了Di Bella品牌，经过近

Abbotsford Road是一家烘焙工厂、培训学

年来的快速发展，公司已经成为了全澳洲排名第

校，同时也是一处咖啡厅，但它最主要的功能是

Abbotsford Road位于一处工业化LOFT，保

一的咖啡企业，这尤其是在咖啡行业如此先进、

提供精品咖啡批发业务，为当地咖啡厅和餐馆经

留了最纯正的布鲁克林风格，巨大的落地窗让顾

竞争如此激烈的澳洲非常难得。虽然在澳洲取得

营者提供最优质的咖啡产品和获取成功所需的全

客能从店外将店内的所有细节一览无余，高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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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般的优质咖啡。

天花板、仓库风格的装饰更令Abbotsford Road空

精致风味，且品质极为稳定，这要感谢Phillip对

间感十足。亮白的吧台上摆放了各式冲泡设备，

于生产环节最严苛的品质管理手段。咖啡的烘焙

培训会在平日的Industry Nights举办，主

包括手冲壶、两台意式浓缩咖啡机、一个玻璃展

和拼配恰到好处，即便调如牛奶，也绝对不失咖

讲人正是Phillip本人，这些大师级课程除邀请Di

示柜里面摆放着各式面包甜点和当地取材制作的

啡本身的风味，完全无需加糖。公司最初推出的

Bella专家团队之外，还邀请到了澳洲昆士兰大学
企业经营和市场营销专业副教授前来助阵。

机、咖啡师培训等全套服务。

三明治、1套生豆储藏罐里面摆放着各式生豆，

拼配咖啡有Forza，口感圆润、口味浓郁、带有

储藏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均达到最佳。吧台上

黑巧克力、榛子和焦糖香气；Crema口味平衡、

为了更好培育当地社区咖啡文化，

还展示着澳洲风格的奶茶、抹茶和可可粉，以

口感丝滑，带有奶油糖、麦芽和坚果香气；和

Abbotsford Road将对公众开放培训活动，期间将

及其它各类茶叶。吧台对面是一面砖墙，墙面上

Vivo水果味浓郁、味道香甜，带有樱桃、蜂蜜和

为当地咖啡爱好者组织多场有关咖啡师技能、拉

悬挂着绿植，墙的另一端则堆放了装有生豆的麻

太妃糖香味。公司还推出了几款单品咖啡，例如

花技巧、冲泡方法等主题课程，有利于咖啡爱好

袋。穿过咖啡厅，便来到了烘焙工作室，里面弥

非常罕见的巴拿马Don Pepe Estate瑰夏咖啡，这

者们进一步丰富咖啡知识，加深对咖啡的理解与

漫着迷人的新鲜烘焙咖啡的香气。

是一款单一种植园生豆，顾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

热爱。

Abbotsford Road的咖啡很好诠释了公司的
经营理念：咖啡文化不应是神秘、不平等或复杂

喜欢的烘焙方式，还可获得订阅服务，实时跟踪
产地信息。

Abbotsford Road

地址：573 Sackett Street,Gowanus,NY

的。虽然有些特定的咖啡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冲泡

选择成为Abbotsford Road合作伙伴的餐馆

才能体现出最佳口味，但这里的三款经典拼配咖

和咖啡厅除获得心仪咖啡产品以外，还可获取从

网址：www.abbotsfordroad.com

啡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冲泡，都能完美呈现咖啡的

经营到店内装修，从菜单设计到采购清单、咖啡

Instagram：@abbotsford_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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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开始使用全脂牛奶，为了不让牛奶油脂分离，大

者们追捧，尤其是咖啡行家们。但为

部分咖啡厅都要求牛奶的温度至少达58度。

度都跟著越来越低了呢？

度一旦超过68度，牛奶就会失去本身的甜味；如

什么拿铁、Flat White或美式咖啡的温

为什么
你的拿铁有点凉

？

低

温咖啡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咖啡爱好

如果温度过高，牛奶中的糖便会焦糖化，温

为一探究竟，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团队

果温度不够，糖的转化则会不够充分。这就像是

最近走进咖啡厅，用温度计去检测不加糖的小杯

我们在品味纯咖啡时会先静置一会，让咖啡稍加

外卖拿铁和Flat White咖啡的温度，但首先，让我

冷却，如此一来咖啡便能展现出如红酒般丰富复

们先来听听从业人员的意见。

杂的香气。

不同的咖啡师对于玛奇朵、拿铁和Flat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咖啡师们对咖啡理想温

White温度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有证据表明，在

度的理解和看法仍不尽相同，在北京的精品咖啡

过去几年，随着人们对奶基咖啡风味的要求越

馆工作的咖啡师们认为，应当从化学的角度理解

发苛刻，以上几种咖啡的温度都已经下降了5度

咖啡温度为何应当更低这一问题。

左右。
将牛奶打发至68度以上会破坏其本身的口感
和甜味，从而影响咖啡的整体风味。严格来说，
牛奶打发至65度所制作的拿铁咖啡，相对低温咖
啡（65度以下），味道上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你的咖啡有点凉？我想我们已经有了
答案。
咖啡师和很多烘焙师表示，通过降低牛奶温
度，人们可以更好地品味出咖啡的风味，但对于
什么是牛奶咖啡的最理想温度？ 此问题的答案
在咖啡师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但当我给生活在悉尼的朋友们打电话时，他
们表示过去两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厅开始
允许顾客指定咖啡的温度。
“一开始我尝试将咖啡的温度控制在57度
左右，有很多顾客表示咖啡太凉了，但没过一个
礼拜，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低温咖啡味道更好这
一事实。”悉尼CBD Piccolo Me首席咖啡师Rico
Halim表示，他指出，过去几年，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开始接受并喜爱低温咖啡。
而Piccolo Me的店主Charlie Harchem却说：
“我们对咖啡温度的规定是60-70度，有些人则

人们之所以要降低牛奶打发的温度，也

喜欢温度更低的咖啡，这至少在我看来很奇怪。

是为了保留自然的甜味。另一方面来说，用于

过去人们喜欢喝烫的咖啡，温度通常在80-90度

替代动物奶类的植物奶，例如杏仁奶、椰子奶

之间，不过现如今人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巨

等，所要求的打发温度本身更低，现今已有越

大改变，喜欢喝更容易入口的低温咖啡，我对这

来越多的咖啡师开始接受拿铁的理想温度应当

一流行趋势并不赞同。”

是58-65度之间。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随着越来越多的咖啡厅

我认为低温咖啡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不会毁
掉咖啡本身，但绝对会影响一天的好心情。
但咖啡也不能太烫，在美国，一位麦当劳的
顾客被一杯49美分的咖啡烫伤之后向公司索赔了
64万美元。这一事件稍后还被连续剧Seinfeld搬
上了荧幕，剧中Kramer模仿了被烫伤之后向法院
起诉的情景。最后，剧中的角色获得了终身免费
喝咖啡的补偿，因此，咖啡专家们，请注意你的
咖啡不能太烫，奶基咖啡
的温度不能超过68度。
好消息是，大部分中
国咖啡馆对咖啡温度的标
准是较为合理的，尤其是
在咖啡师受过专业培训的
各大一线城市。对此我本
人已经亲自验证过，我将
密切关注低温咖啡这一流
行趋势在今年及今后几年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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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举办：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
上海国际餐饮设备及酒店用品展
20 18上海高端食品与饮料展

同期活动：

关注我们:

Hotelex

HotelexShanghai

Hotelex

HOTELEX Shanghai

主办方: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电 话 : 86 21 3339 2242 Mr. Alex Ni
邮 箱 : Alex.Ni@ubmsino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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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喝的咖啡与美味的食物在这里相遇
文_云飞
Cafe Du Village 创始人，MOBYS 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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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上大片的薰衣草花田，南法乡村特有

接买了带回家，整个过程都可以跟咖啡知识丰富

兴。于是她向婆婆讨来使用多年的配方，回店里试

的绛黄色墙面，古朴的屋顶木梁，色

的咖啡师们交流沟通，了解到更多咖啡知识和文

做起来。松饼成功了，但发现买来的枫糖糖浆却不

彩丰富的织物沙发，以及操着各种语

化，更好的体验精品咖啡的独特魅力。

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研究后发现原来买来的是加

言，低声交谈的各种肤色的咖啡客。舒缓的法国

每年春天开始，Cafe Du Village会在店里使

拿大糖浆，而美国家庭的传统风味是自己用浓缩糖

香颂中不时夹杂着咖啡师砰砰砰的磕粉声和咖

用自家拼配的咖啡豆做冰滴咖啡，冰水一滴一滴

浆熬制的更清淡稀薄的美式枫糖糖浆，然而这样的

啡机滋滋滋的蒸汽声，步入Cafe Du Village的那

进入咖啡粉，6-8小时慢慢萃取出咖啡中的美味

浓缩糖浆中国却买不到，于是直到今天，还是家人

刻，彷佛瞬间穿越至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时间

物质，配方中使用了来自埃塞俄比亚不同产区和

从美国帮忙寄到中国。

已经停滞，一切都变得那么悠闲、慵懒。

不同处理法的咖啡豆，口感冰爽柔滑，花果香在

这款美式Brunch在蓬松柔软的松饼旁配了香

口腔层层展开，特别的美味让很多客人对她情有

脆的煎培根、早餐香肠、可以自己选择做法的鸡

独钟，每每一滴完就被抢购一空。

蛋，佐以枫糖糖浆和黄油，还配了水果，端上来

2007年的南法乡村之行，让一直梦想开咖
啡馆又不知道要什么风格的Crystal彻底爱上了普
罗旺斯。热爱咖啡、美食、旅游和交友的她，于

全天Brunch，咖啡馆里的美食

就香气扑鼻色彩丰富令人食指大动，再配一杯美

2009年在上海西郊的华漕国际社区开出了自己的

当初为咖啡馆取名时，Crystal专门用了

味的咖啡，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早晨。

咖啡馆，并起了一个浪漫的法语名字 - Cafe Du

Cafe而不是Coﬀee，因为在法语中Cafe是指同时

除了美式早午餐外，菜单上还有Cafe Du

Village，意思是村庄里人人都爱的咖啡馆。她说：

售卖美食的咖啡馆。咖啡与美食本来就是人生

brunch（乡村早午餐）、The English（英式早午

我想要让人们一踏入咖啡馆的那道门，便被这里

两大乐事，能在同一个地方享受实在是美好。

餐）、Omelet（蛋卷）和Egg Benedict（班尼迪克

温暖的乡村风格，热情友好的氛围、咖啡和美食

在Cafe Du Village，食品菜单的选择丰富多样，

蛋）等非常受欢迎的各种早午餐组合，开始推出

包围，立刻抽身繁忙的生活，感觉生活在别处。

从早上最简单的新鲜羊角面包配咖啡，到中午

时每天下午两点前供应，但客人们总是希望任何

九年来，Cafe Du Village被来自世界四十多个国家

多款帕尼尼和沙拉与各种风格咖啡的自由搭

时间都可以吃到，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才是服务

的客人誉为Our home away from home，给很多旅

配，到经常会有的各种名目Party的自助餐单，

的根本，于是Cafe Du Village决定全天供应。

居中国的国际友人留下很多美好回忆。

Cafe Du Village不仅成为咖啡迷的心头好，也聚

自家烘焙，追求咖啡极致风味

集了众多的美食爱好者。

除了早午餐，品种丰富的帕尼尼和沙拉也是
Cafe Du Village的特色，Grill里压出来的帕尼尼面

无论环境怎样，咖啡馆的灵魂始终是咖啡，

主张健康、新鲜、美味、简单，Cafe Du

包香脆可口，里面夹入丰富的配料，芝士受热融

为了给客人奉上最美味的咖啡，Crystal和团队一

Village每款食物的设计都精心考虑到营养的搭配

化、鸡胸肉鲜嫩美味、牛油果软滑醇厚、生菜清

直非常重视咖啡质量。作为国际咖啡品质鉴定师

和味道的丰富，甚至还包括色彩的和谐。食材

脆爽口，再来一杯香浓绵细的卡布基诺，瞬间就

Q-Grader，Crystal九年来坚持从世界各地选购精

好，美食就成功了一半，对于食物的品质，店里

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Cafe Du Village了。

品咖啡生豆，自家精心小批量烘焙，力图激发出

有跟咖啡同样严苛的标准。几个例子就可以窥到

热情友好，营造独特氛围

咖啡豆中蕴含的最美妙滋味，同时经过不断试验

他们的用心。比如菜单上所有产品只使用橄榄油

开在社区里的Cafe Du Village有着强烈的使

和品尝，推出多款自家配方豆，分别以意式与手

烹饪；店里阳台上种植了薄荷和罗勒方便新鲜取

命感，要为社区的居民创造一个咖啡好喝、东西

冲的方式在店中呈现。

用，每日清晨，新鲜蔬菜从菜园直送至店内，清

好吃又放松舒服的场所。从客人进店的那刻就会

Cafe Du Village使用La Mazocco FB80咖啡

洗后浸泡在冰水中，吃的时候才会有鲜嫩清脆的

受到咖啡师的热情欢迎，他们记得住大多数客人

机，Mazzar Robur和迈赫迪磨豆机，店内咖啡师

口感。那款非常受欢迎的班尼迪克蛋选用了著名

的名字和他们喜欢的咖啡，甚至客人喜欢黄糖还

都非常热爱咖啡，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产品制

可生食的鸡蛋，让喜欢流质蛋黄的客人可以放心

是白糖，他们随时关注客人的需求并及时满足，

作标准，从萃取、打奶温度到拉花都有很高的要

的大快朵颐。

除了点单，大家经常会闲聊一下，好像熟识的老

求。最特别的是，每逢节日或特殊时刻，咖啡师

热爱旅行的Crystal常常会在旅途中发现令人欲

都会设计出应景的咖啡拉花图案，常常引起客人

罢不能的美食，她总会想尽办法把适合的食物放进

惊呼，直叫舍不得喝下去。

朋友，这时候，服务变成了招待朋友，咖啡馆的
氛围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咖啡馆的菜单。几年前在美国婆婆家小住时，发现

九年的悉心经营得到周边客人的支持与喜

喜欢手冲咖啡的客人，不仅可以在店内日

美国家庭非常喜欢早餐吃松饼配枫糖糖浆，还会用

爱，好的口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里，时间的推

常供应的几十种单一原产地咖啡豆中选择自己喜

煎的很脆的培根蘸着糖浆吃，十分美味。此时正值

移，沉淀的是独特的文化，不变的初心是继续前

欢的风味，还能在不同时间喝到Cafe Du Village

Brunch在国内开始流行起来，她马上觉得如果能够

进的动力，愿Cafe Du Village在咖啡与美食的道

季节性拼配豆，遇到自己喜欢的，可以在店里直

把这款产品搬进店里，美国客人们一定会非常高

路上越走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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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raft Beer
Help Cafes
Make More Profit?

精酿啤酒
是不是咖啡馆的
增收利器？

文_郝帅 / Helen
      精品咖啡与精酿啤酒自由撰稿人

第

三次咖啡浪潮让咖啡馆的社交功能更

已经倒闭了太多咖啡馆，没人想步他们的后尘。

加明显，如果从地理位置和场所功能

咖啡在白天使人清醒。无论是人们下午休息

来看，咖啡馆可大致分为两类：

或者工作时犯困需要提神，每天下午都是咖啡馆一

打卡咖啡馆 Check in Cafe
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下十围下沙南七巷10号
咖啡合伙人：保萌
问：为什么想到经营精酿啤酒？精酿啤酒对

场所需求型：公司白领们每天早晨需要咖啡

天中最忙的时刻，而咖啡馆主们每天晚上面对冷清

馆中的一杯咖啡来提神，斜杠青年们（拥有多种

的店面，想到了增加简餐，但其实更应该考虑增加

技能或职业的人）在与人约谈，甚至自己工作的

的是另一种使人沉醉的饮品：酒。创新发展看标

答：我们最初开这个店，是希望更多人知

最常选择的地方也是咖啡馆，提供一个满足需求

杆，毕竟咖啡馆老大星巴克已经在上海的烘焙工

道咖啡和啤酒不是只有一个味，希望推广精品咖

的场所是现今在写字楼里面的咖啡馆们的一个非

厂店开始售卖多种酒精饮料了，是时候研究一下咖

啡和精酿啤酒，有很多尝试过的客人，会开始喜

常重要的职能。

啡和茶之外的饮品了。酒类饮料的种类和如何取得

欢更多新口味新体验。销量这个问题，我觉得和

店面的增收效果如何？

休闲娱乐型：在商场或者环境优美的地方，

售酒许可证的事情，本文暂且不谈，只谈谈时下最

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我们店在深圳比较偏的一

往往是人们逛街或者游览走累的时候的休憩之

潮的精酿啤酒。精酿啤酒之于普通啤酒，就好比精

个城中村，在地铁线的终点，周围人群主要是机

所，亦或是朋友们聚会之所，这类咖啡馆从地理

品咖啡之于普通咖啡，原料和酿造工艺都更加精细

场员工。增收效果嘛，对于我们店来说，确实可

位置到环境布置都会给人放松的感觉。无论你在

化。笔者采访了三位经营精酿啤酒的咖啡馆主，让

以辅助精品咖啡增收，大概可以占到店面营收的

经营的是哪种咖啡馆，都有可能需要通过增加销

他们用最最实在的经营故事来告诉你，精酿啤酒是

50%，毕竟晚上喝咖啡的人比较少。目前来说，

售产品的种类而增收，因为毕竟在2017年中国

否能成为咖啡馆的增收利器。

销量总体一般，对于大众而不是精酿发烧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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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水果风味啤酒和偏甜的啤酒限量更好，而发
烧友喜欢的偏苦啤酒销量就一般。
问：店里精酿啤酒种类大概多少？售价多

小G是一个安安静静，眼睛里却充满自信与

好喝；产品品类主要分为咖啡、点心、啤酒，销

智慧的女孩,她曾经和现在分别在两家不同的的

售的第一名是咖啡，第二名点心，第三名酒，大

连锁企业工作。老东家是一个经营有机轻食的西

概比例为：70%、20%、10%。在这里还有一个

餐吧，而新东家是北京精品咖啡界有头有脸的新

季节性，夏季时候酒的量会大大提高，据供货商

答：我们大概有35种，最贵的是角头鲨点

秀小馆,这两家店的共同之处是都在经营着精酿

说，我们作为咖啡馆来说属于是拿酒较多的了。

石成金，最便宜的林德曼。我们定价比酒吧便宜

啤酒。在不同类型的店铺的工作经历，自己本身

很多，会喝的人接受度挺高的，有的朋友特意坐

就是精酿啤酒发烧友，让小G对在咖啡馆中经营

1个小时的地铁过来喝，不过大众还是会觉得比

精酿啤酒有着更多的理解。应小G的要求，此处

工业啤酒贵。大多数人的点单价格集中在18-45

隐去她以及两家店的名字。

少？感觉大众对这个定价能接受吗？

问：你认为大众对在咖啡馆中喝啤酒的消费
方式是否接受和习惯？
答：我认为是合适的，咖啡和酒并不冲突，
只是客户的消费习惯其实是可以由这个品牌来引

问：如果自己开店时候会经营精酿啤酒吗？

导的，其次还有一个因素，你的设计风格一定程

答：目前为止我还没开过店，但是如果我开

度上也会对你的客户要不要选择在你这里喝精酿

北京西城新街口北大街大半截胡同45号2层

咖啡馆并售卖精酿啤酒的话，首要原因一定是我

啤酒，但是对于我这种很爱喝精酿的来说我可能

咖啡馆所有人：陈龙

喜欢喝，另外还可以偶尔吸引来一部分喜欢精酿

还是会选择去精酿啤酒馆，选择多、更专业，价

沏点咖啡坐落在北京西城二环里的一个

啤酒的人探讨，聊一下还是很享受的。

格也更合适，因为很多咖啡馆的酒卖的很贵，还

元之间，超过45的很少点。

沏点咖啡

胡同中，之所以采访这位老板，是因为他的咖
啡馆是为数不多的同时经营瓶啤和自酿扎啤的
店，也是因为他经常在自己的店里举办精酿啤
酒品鉴活动。
问：为什么开店之初决定在咖啡馆中加入精
酿啤酒？
答：完全是出于自己爱喝，其实也是有很

问：现在咖啡馆的营业收入构成比例如何？
咖啡、餐、酒、其它?

不好喝。
问：大众对精酿啤酒的接受度如何？

答：在我看来决定这几项收入比例的主要

答：我个人首先很爱喝精酿啤酒，所以一般

原因会是由品牌定位、市场定位、产品定位来主

也爱和人聊这个，通过和一些客户接触，发现喜

导。品牌定位告诉了大家什么是你的专业，市场

欢精酿啤酒的人还是很多的，并且在未来接受的

定位决定了你的消费人群，产品定位维护你的消

人也一定是越来越多，好的东西总会受到追捧，

费群体。

这两年精酿啤酒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大私心的，开店之前我都是去别人店里喝，不论

例如，我上一份工作，她们的品牌是主要

综上所述，如果你咖啡馆的环境轻松愉悦，

扎啤还是瓶啤。开店以后时间不自由了，老得在

做有机食物，那么吸引的人群一定是在意健康的

能在夜晚更有喝酒的氛围，将非常适合引入精酿

店里盯着，但是酒瘾又减不了，唯有自己也上，

人群，他们的产品品类就需要做到健康、美味；

啤酒作为新的经营项目。瓶啤是安全保险的入门

“以贩养喝”。

产品品类主要分为：餐、咖啡、果汁果昔、酒这

级选项。精品咖啡与精酿啤酒的受众人群并不矛

问：现在咖啡馆营业收入构成比例如何：咖

四类，比例大概为：65%、10%、20%和5%。这

盾，无论他们是否同时消费店中的咖啡或者啤

个品牌主打就是餐类，虽然咖啡和果汁以及酒的

酒，或者只为了其中一种而来，精酿啤酒都可能

答：咖啡：餐：酒的比例大约在2:2:1.5。

口感以及质量也很不错，但是产品定位决定了各

成为你的增收利器。

问：在咖啡馆中瓶啤与扎啤哪种利润更高？

项营收比例，占比最大的是餐，第二名是果汁果

在咖啡馆中搭建扎啤设备大概投入分哪些部分？

昔，第三名咖啡，第四名酒类，果汁是第二名，

大概总投入有多少？

这主要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市场，用餐时候一般还

啡：餐：酒？

瓶啤利润相对高些，但其实如果想的话扎啤

是选择果汁果昔搭配的比较多。

的利润也可以提高，但是一般人不愿意那样卖，

另外就是客户群体，大部分人认为酒是不健

毕竟扎啤桶一旦打开，时间太长酒就不新鲜了。

康的，这在我看来是一个误区，我个人有健身习

搭建扎啤设备的费用要看选择几个头。感觉目前

惯，在饮食上边通常也会很注意食材以及食材搭

性价比最高的扎啤设备大概8个酒头的扎啤设备

配，但是我也很爱喝酒，酒健不健康，关键在看

在7,000上下。不过我店里的扎啤设备是我自己

你怎么选酒，你一次喝多少，多久喝一次，不过

动手做的，成本很低，也是8个酒头，总费用大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讲出来一个定量，只能说尽

概2,000左右。

量选择原料简单，不含糖类的酒。

问：你认为大众对在咖啡馆中喝啤酒的消费
方式是否接受和习惯？

啤酒里边首选就是精酿啤酒，在口感来说，
我也会更倾向于精酿啤酒，关于喝多少，适量，

答：我个人感觉大家对这个其实无所谓，来

适量，适量！多久喝一次？哪怕你天天喝都行，

喝酒的人肯定是冲酒来的，不会管这个酒是在咖

但是一定要少量饮酒，但是这样不代表你一周喝

啡馆还是在酒吧。拿在我店里喝酒的客人举例，

一次，一次把一周的量全补回来。

我认为酒本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不太喜

再说现在这份工作，品牌定位就是精品咖

欢传统酒吧的暗色调，更喜欢明亮一些的环境。

啡，那么吸引的人群一定是在意咖啡品质、服务

北京咖啡师：小G（化名）

品质、环境的人群，产品方面首先就要做到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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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ville Coffee

in Industry

Area

开在工业区的

Roastville Coﬀee咖啡馆
文_王

迪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炸泡菜华夫饼

作

为一个热爱品尝咖啡的爱好者，我

址是一处仓库，建筑的翻新和室内装修全部由

焙师，对于店内精心采购、符合商业道德和可持

几乎去遍了悉尼大大小小各种精品

George和他的好伙伴，20年前就在George的一家

续发展要求、超高精品级别的咖啡豆深感骄傲。

咖啡店。当然今天要给大家介绍

餐厅担任过主厨的Maximus一手打造。在George的

George坚信如果消费者能够买到精品咖啡，学

的咖啡店是在悉尼内西区的Marrickville，说到

精心设计下，咖啡厅大部分采用Corsshatch木制家

习和了解如何从咖啡中萃取出最佳口味，那这绝

Marrickville，给人的第一映像就是工厂和工业

具，从桌椅到废渣桶均为原木材质。几乎所有的材

对会成为一次难忘的消费体验。除此之外他还收

区，但有很多数一数二的咖啡名店都在这个区。

料都是他自己一手打造，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动手

集了很多珍贵的咖啡豆，特别是一些小型庄园的

Roastville Coffee，就是这家隐藏在商业工

能力很强，所以建立这个店，连装修费都省下了，

微批次，和拍卖竞标的名贵咖啡豆。他说为了喝

厂区当中我们要介绍的店，店的门口有高高的

可以说亲力亲为。他一一和我介绍每个部件的来

到不同地区的好咖啡，他已经花费了相当一笔钱

台阶，两旁种满了咖啡树。对于喝惯了咖啡，

历，是啊，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块木头都有着它

了，但是他不在乎，因为每当他分享给客人，看

但是不了解咖啡的顾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咖

的故事和记忆，仿佛这个店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

到客人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就会让他感到一切

啡的气息。 Roast“Ville”一词的灵感来源于

样，诉说它成长的点点滴滴。

付出都是值得的。

“Village”，对于已经拥有11家咖啡厅和餐馆的

我们坐下之后，George给我们推荐了炸泡

终于等倒了，炸泡菜华夫饼，我在忐忑的心

George和Destiny来讲，他们之所以创造集咖啡

菜华夫饼，也是这里卖的最好的餐点之一。当我

情下开吃了，结果，没想到不是太好吃了。而是比

厅、精品咖啡烘焙工作室、咖啡培训学校功能为

听到名字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犹豫，因为泡菜是酸

太好吃还要好吃上几百倍，很难吃到这样把两种不

一体的Roastville，其目的就在于体现自身对极致

辣的，华夫饼是甜甜的，很难想象二者结合后的

同的概念融合到一起，却又处理衔接的相当完美

品质的追求和对餐饮服务业的热爱。

口味会是怎么样的，但是看到George很坚定想让

的，华夫饼，外脆里软，还非常有弹性，当中带着
泡菜微酸，开胃的酱汁，让人边吃，胃口大开。

George的背景是第二代希腊移民，出生在

我试一下的目光，我还是接受了，我想他一定有

澳洲，为人非常友好，只要和他谈起咖啡，他就

他的道理吧，之后便是一阵期待。我又看了一下

在走之前，George还送给了我两张学习咖

会津津乐道说上半天。对于店门口的咖啡树也是

菜单，Roastville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咖啡和美食上

啡的课程优惠券，原来Roastville还提供对专业咖

爱护有加，平时会把榨汁完剩余的果皮残渣打碎

面，这里的美食独具风格，创意满满，感觉还想

啡师和家庭冲泡各个领域的培训，除此之外，每

后做肥料，咖啡豆收获的季节，他会亲自采摘，

试一下其它菜，这里的菜名也是非常有创意，看

周六还有对外开放的免费杯测体验，和精品茶叶

和处理自己种植的豆子，虽然量很少，他也是非

来只能等下一次了。

冲煮体验，不得不说，George为人友好，以咖结

常乐意和客人们分享，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
咖啡迷了。
通过和George的聊天中得知，Roastville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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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了日晒埃塞的浓缩和巴拿马水洗哈特

友，同样始终坚持创新，用创意将每一款咖啡、

曼瑰夏，George给我们介绍Roastville为悉尼的很

美食和每一堂培训课程，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献给

多精品咖啡馆供应咖啡豆，George作为首席烘

每一位消费者。

MY DISCOVERIES
OF TEA IN THE USA
我在美国茶饮市场的所见所感
文_Nathan Wakeford
WTC 赛事主评委

波特兰拥有许多西式茶馆，其中大部分以销售中国茶和香草拼配茶为
主，奶茶（红茶混合牛奶和香料）同样非常流行，但大多使用浓缩糖浆制
作，甜度极高。在纽约，除了传统中国茶和香草茶外，人们还非常钟爱抹
茶，例如用牛奶及各式代奶产品：豆奶、杏仁奶、椰子奶、燕麦奶等制作
的抹茶拿铁到处可见。
在美国茶饮市场中，冰茶所占市场份额最大，甜味冰茶尤其在气温
较热的美国南部地区非常流行，在北部地区，大部分咖啡厅同样会销售冰
茶，其方式多为稀释冷萃冰茶浓缩液，或直接对热茶进行冷却。
此外，茶包是美国人主要的沏茶方式，即便是在专业的餐饮服务终
端，咖啡厅经营者们非常看重茶包的便捷性，他们通常会用手往纸袋里装
茶。同时，美国人喜欢用大号的杯子喝茶，这在中国非常少见，尤其是功
夫茶一次只能沏泡很少量的茶，但同时，我们也能在美国部分地区看到功
夫茶的兴起，少量咖啡厅或茶馆已经推出了功夫茶教学和表演。
在参加并受邀在Portland Tea Festival、NW Tea Festival等活动上演讲
之后，我逐渐开始与美国茶叶工业进行初步接触，我发现美国精品茶圈子
很小，人们聚会多是在朋友派对或音乐节上。此外，尤其是在美国西北地
区，人们通常将茶与功能性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当地，人们把产自中国的
普洱茶当做一种功能饮料饮用。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茶在美国拥有着非常广的消费群体，饮
茶方式和茶文化的多样性极高。这也为今年 WTBC 首次来到美国带来了很
好的启示，我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更加丰富的茶文化，以及更加独特的茶叶
冲泡技法，以及WTBC将为美国茶饮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
今年已经是WTBC成功举办的第4年，茶作为一种全球性饮料，在世界
范围内广为流行，WTBC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冲煮大赛，能够帮助参赛者
更好地锻炼茶叶冲煮水平，表达自己对茶的理解，考验他们冲泡高品质精
品茶的能力。
对于评委们来讲，他们将有机会接触到更加丰富的茶的风味，品尝到
最高品质的精品茶，提高茶品鉴的知识与技巧，今年，我们计划将在比赛
前一周的周末为评委们提举办培训课程，在帮助提高评审技能的同时，为
大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对于赞助商来讲，WTBC是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品牌在国际市场知名
度、更好参与世界精品茶工业、获取新创意、了解新趋势、参与新变革的
绝佳机遇。每年我们的比赛规模和价值都在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所剩赞
助商名额已非常有限，欲了解详情，请联系David，微信号；CCMDAV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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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是我个人职业生涯重大转折的一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
的梦想，成立了Somage Fine Foods美国分公司，让我有机会与新的
市场接轨，学习并了解有关美国市场的宝贵知识。但这一过程的艰

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便是对于已经习惯四处奔波的我来讲。不过在
此过程中，我有幸了解到了美国茶饮消费市场和茶叶工业的发展现状和未
来发展趋势。
作为美国茶叶之都，位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是我的首选地点，的
确，波特兰人非常懂茶，虽然他们的茶不像中国茶那样有名，但在当地无
论是在咖啡厅还是在家中，你都能找到各式茶饮，只是从消费总量上看，
咖啡依然占据上风。
我的此次旅行几乎走遍了美国的每个州、每座城市，为的便是了解不
同地区茶饮消费存在的区别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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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Specialty Tea Trend
2018年精品茶叶市场发展趋势：
直接贸易之死
文_Elyse Petersen
      Tealet 创始人

2

016年，我曾预言茶叶工业最大流行趋

产品信息透明化上面。

恼，至此我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直接贸易？

势将是“产品信息透明化”。2017年

我的公司早在2013年就借鉴了精品咖啡工

直接贸易复杂且效率很低，最近在《World

末，我又撰写了一篇关于茶叶工业可持

业关于直接贸易的定义，并成为了最早使用“直

Tea News》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虽然网络可

续发展能力的文章，并预测“可持续”将是今

接贸易”模式的茶叶公司。在短短一年之内，就

以帮助独立茶叶进口商省去很多麻烦，帮助他们

年茶叶工业的发展大趋势。对于透明化和可持

有许多其他公司竞相效仿。到2017年，直接贸

直接从种植者手中购买茶叶，但在实际操作中，

续发展的追求，不断推动直接贸易发展壮大，

易在茶叶工业几乎无处不在，在一次茶叶展会

这一做法在很多产地是不适用的。为此，他们必

到2017年底，几乎所有新晋茶叶企业均打出了

上，我注意到一家展商直接将“直接贸易”四个

须亲力亲为，花着高昂的差旅费，高昂的货运成

“直接贸易”名号。直接贸易的概念来自于精

大字喷涂在了站台的背板上，但实际上这家展商

本，为的仅仅是更好地控制产品品质。因此我觉

品咖啡工业，但如今，对于直接贸易定义不清

是一家大规模的商品茶叶贸易公司，他们的产品

得，在2018年，更多的茶叶企业会意识到直接

晰、标准模糊、市场过度滥用的问题普遍存在

主要销往超市和大型零售商场。

贸易的实质和价值已经开始淡化，并开始将注意

于两大工业当中。

虽然“直接贸易”被广泛应用，但它的定

力放在提高茶叶品质和为顾客提供更多产品信息

根据Sustainability期刊中刊登的文章

义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当然，那些大型商品茶

“Problems with Firm-Led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叶贸易公司之所以使用这一字眼，必然是为了追

Schemes: The Case of Direct Trade Coﬀee（种植

求更大利益，吸引更多顾客。但对于其他茶叶企

作者简介

者自发性可持续发展行为的现状与问题：对咖啡

业来讲，使用“直接贸易”意味着他们必须保证

Elyse Petersen是一名全球茶叶大使，目前正

直接贸易的案例研究）”一文称，在2015-2016

茶叶是100%从种植者手中购买而来的，为此他

在位于日本京都和束町的国际茶叶种植联盟

年间，直接贸易成为了咖啡工业的主流趋势，直

们必须亲自去茶园，与种植者们当面商讨价格，

（International Tea Farms Alliance）工作。在日本

接贸易模式成功带动了咖啡品质的提升和对咖啡

并亲自为茶叶的进口办理相关手续。事实上，很

的工作生活，令她有机会结识了很多茶叶种植

商业道德认识的提高。但由于主流品牌的过度滥

多人为了免去上述麻烦，转而去向中间商购买

者，她本人深受种植者们对茶叶的激情与热爱影

用，导致直接贸易的实质和价值被淡化，正是因

茶叶，同时仍坚称自己的茶叶是“直接贸易”而

响。她同时也是Tealet创始人，旨在为全球茶叶

此，直接贸易模式的发起者已经开始减少“直接

来的；但与此同时，许多小规模的茶叶进口商却

爱好者和种植者提供交流分享平台，网站信息：

贸易”字眼的使用频率，并更多把精力放在提高

花着高昂的运输价格，并为如何向产地汇款而苦

www.teal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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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而非一味追求所谓的“直接贸易”。

图片来源_http://www.tealet.com

Why

Specialty Tea based Beverages Add Value!

为什么精品茶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
一些简单的创意茶品配方

文_Tania Stacey
2017 澳大利亚精品茶叶冲煮大赛冠军

粉，盛在玻璃或陶瓷杯中即可。

近日我正在为2018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世界

Matcha Colada：将抹茶搅发，比日常搅发

茶叶冲煮大赛做准备，并已经创造出了一款全新

程度更加厚重一些，将柚子拨开，放入盛有抹茶

的精品茶饮，以下是我在探索和试验中总结出的

的香槟杯中，倒入少许气泡水，放入一两片薄荷

经验和做法，希望能够为你提供帮助：

叶装饰即可。

★ 尽量简单；
★ 茶是永恒的主题，不要失去茶原本的味
道，要去衬托，而非掩盖；
★ 一次只使用3种原材料，不要太过复杂；

White Strawberry Crush：在高脚杯中倒入
1/3的碎冰，放入一破四瓣的草莓，再倒入8小时
冷萃的白牡丹白茶即可。
欢迎大家来我的社交媒体发表评论，

★ 了解你的茶叶，了解茶的口味特征；

或直接给我发送邮件，我的账号和地址是：

★ 了解茶的极限，因此一定要做好杯测；

@cuppachahq，邮箱：hello@cuppacha.com.au

★ 了解茶在不同条件下的口味特征，茶可

使用精品茶的好处
多年来，亚洲文化在饮茶领域都扮演着重要
角色，随着近些年开瓶即饮（RTD）饮料市场的
加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可供选择的茶或
豆奶饮料越来越多，进而取代了往日碳酸饮料的
地位。创造你的专属精品茶饮料（STB），将帮
助你打造你的个人风格，传递出你的品牌信息。
同时，你还将有机会创造茶与不同美食的配搭，
从而提升顾客体验。如今是茶类饮料向精品茶饮
料转型升级的绝佳契机！

以冲的更浓吗？不同冲泡风格下，例如热水冲
泡、冷萃或快速冲泡，茶的味道是如何变化的？

一些经典配方
Award Winning Golden Sunset：取一粒希腊
酸樱桃（Glyko Vyssino），放在一个120ml的小
雪利酒杯中，分别冲泡中国黄芽黄茶和台湾Hon
Yun 21乌龙茶，将茶汤（1/3乌龙茶和2/3黄茶）
倒入酒杯混合即可。
Dutch Tea：分别冲泡熟普洱和可可果后混
合，冷却片刻后，加入打发奶油，撒上少许肉桂

新一代消费者在外用餐的频率不断增加，
通过产品创新，不断更新你的饮品单，你将能够
更好地抓住顾客们的心，相比果汁和咖啡，茶类
饮料能够为顾客提供多样化的口味选择，以下是
STB饮品单必备的几种产品：
★ 根据气温变化推出的应季茶饮；
★ 根据重大节日和季节变化提出特制的节
日饮品。

西式风格的茶饮
鸡尾酒等西式饮品灵活性更强，乐趣十足，
但要记住，茶永远是饮品的主角，使用天然原材
料，你将成功吸引低糖、纯天然、健康、注重商
业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群体。以下是一些符
合时尚潮流的饮品创意：
★ 茶叶拼配，例如，黄茶搭配乌龙茶；
★ 分解茶饮，例如单独盛放的精细奶沫和
茶浓缩液，搭配一些甜点；
★ 不同的冲泡风格，例如高温冲泡、快速
冲泡、冷萃、常温冲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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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Michael Kinahan
      WTC 世界精品茶叶冲煮大赛 主评委

the teacher of Tea

Fire
“水乃茶之母，器乃茶之父，火乃茶之师。”

叶、茶具和水上，但很少有人研究过加热方式：

方式决定了水中自然能量的转换，从科学的角度

这篇文章将是该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以上

感应加热或辐射导热，对于茶最终品质的影响。

来讲，当水被烧开时，溶解于水的气体会蒸发，

这句名言是我在一年前偶然读到的，它彻底改变
了我对茶这种神奇饮品的理解与看法。

假设我们走进了两个不同的房间，房间温度

而水中的矿物质含量会提升，水的味道和pH值

相同、摆设相似，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房间里放

会有所改变。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水乃茶之

在研究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我有幸了解到了

的是炉火；辐射导热，另一个放的是电暖气；感

母”中所说，这一关键性变化会极大影响茶的

许多历史上的茶叶大师，例如中国的陆羽，同时

应加热。相比外表冷冰冰的电暖气，人们更倾向

品质和味道。因此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使用新鲜的

也了解到了中国的“五行”。

于走向点着炉火的房间，因为看到火，人们自然

天然矿泉水，且只能烧开一次，以确保水中的气

火乃五行之一，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照亮了

而然会感觉到温暖，感受到安全感。再给大家举

体、pH 值和矿物质含量保持稳定。

方向，如果没有火，人类世界将不复存在。在今

个烹饪的例子，新西兰人热爱烧烤，喜欢用明火

感应加热 vs. 辐射导热

天的文章当中，我们将就“火乃茶之师”这一主

烹饪肉类和蔬菜，虽然温度和电磁炉一样，但用

在遥远的过去，为了保证五行间金、木、

题，对于茶的影响进行讨论。

火烧烤过的食物吃起来就是更加美味。

在冲泡茶汤时，人们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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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我们用于加热水（茶之母）的

水、火、土的相互平衡，人们必须确保正确的元
素使用顺序，一旦顺序打乱，五行间的平衡将不

辐射导热
名词，热力学：热能通过电磁波传导，与
直接导热和对流导热不同。
炭火
陆羽认为，炭火是烧水的最佳方式，无论
是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先见之明，还是受科技

感应加热
名词：物体因外界磁场产生的电流感应成为
直接传到热源。
通过电，我们可以很好地控制水的温度，我
在家使用的就是电子烧水壶，可以根据茶的种类
自由调节水温。

所限，经过数百年科学研究，人们最终做实了他

电子烧水壶是最常见，也是操作最简单的

的理论，炭火所散发出的电磁波酷似温暖的阳

家用电器。将水壶放在底座上，大量电流会进入

光，甚至与人体自身所散发的热量非常相似，因

加热装置，装置自身的电阻会在短时间内产生热

此炭火给人带来的感觉就好比是沐浴阳光或是被

量，并将热量传导至冷水中，最终将水烧热。

亲人所拥抱，能够宁静心灵。

虽然这种设备的烧水效率最高，但无法实

炭火同时还能散发出太阳般的光和土地中

现如炭火般的能量平衡，就好比用微波炉加热食

的矿物质，内含树木和水的精华，是五行最为平

物，虽然食物是热的，但其中的能量和元素间的

衡的存在。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当碳燃烧时，空

平衡也会因此被打乱。

气会与碳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

电热板

碳、水和其它气体，以及大量能量，单位重量碳

电热板的加热方式更加直接，通过将整个装

所蕴含的能量要比木头高出许多，且燃烧速率稳

置加热，将热传导至水壶。你在市面上还可找到

定，释放的热能恒定，产生的烟更少，不会产生

特氟龙材质的电热板，但我个人还是推荐传统的

大量危险的蒸汽。

铁质电热板，效果更好。

红外炉

正如我刚刚所说，想要做到完美冲泡，你

红外炉的功能类似炭火，但是由电发热。

必须确保各种能量之间的平衡，要遵循自然的法

红外炉或许是最柔和的加热方式，且烧水效率

则，学会耐心观察，静静聆听自然之声。在这个

高，操作便捷，易于掌控温度，建议大家购买功

浮躁的社会当中，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时间的概

率较高的红外炉，以进一步提高烧水的速率。

念，失去了与自然间的联系，然而想要冲出好

燃气或酒精炉

茶，我们必须重新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正确运

酒精炉通常用于保持茶饮温度，虽然也能

用自然无形，让各种能量间达到完美平衡。

将水烧开，但烧水速度很慢，在此不作推荐，燃

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如有问题，欢迎与我

气炉虽然可以产生明火，烧水效率较高，但温度

联系，我的电子邮件：mike@worldteachampionship.

难以控制。

org，我的网站；www.elementstea.com.au。

复存在。
现如今，人们烧水的方式多种多样，现代人
似乎更加看重烧水的效率，虽然我也想在家里烧
盆炭火24小时保持不灭，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不
可能实现的，明火可能会给一家人的安全带来诸
多隐患。

“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
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
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
可食也。”
—陆羽，《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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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Black Tea
日本红茶的由来
文_贺来优明
中国高级茶艺师

日

本的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正值中国的大唐盛世，日本派出了众

行了深交的经历并没有被大众传播开来，因此红茶和红茶的文化并没有在

多由僧侣、技术者和工匠等组成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

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

化与技术。此时世界第一本有关茶叶的著作《茶经》已由茶圣

1859年，随着横滨港口的建成，日本向美国出口了180吨的绿茶，然

陆羽完成，流行于贵族阶层，并在其带动与推广下，中国各地饮茶已成风

而此时美国人已经从绿茶改喝红茶，绿茶的销路并不好，日本开始考虑大

尚，到处都有茶树的种植。遣唐使在中国随时随地都能遇到茶，对此种植

规模生产出口用红茶。原幕府大臣多田元吉接受了德川家族的封地之后，

物能够使人解乏解困，改善身体状况等功效产生了无比的好奇与崇拜。在

热心地栽培茶树并大力发展茶叶事业。1875年，多田元吉和两名翻译一起

将中国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带回日本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茶树种子、茶叶栽

走访了正值清朝的中国江西湖北等地，学习红茶的制作方法，购买制作机

培技术、饮茶方法等一起带回了日本。

器。回到日本不久，于1876年多田元吉再次和翻译奔赴印度，翻越喜马拉

公元804年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的僧侣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

雅山脉，深入大吉岭和阿萨姆等红茶产地，学习到红茶的栽培、制作、经

以及同时期在中国学习的永忠和尚分别从中国带回了茶，这便是日本茶

营等技术，获得了生产机器的机械图纸，并采集到阿萨姆茶树的种子带回

的开始。

了日本。在多田元吉的指导下，日本各地建立了红茶讲习所，讲授红茶的

最澄（传教大师，公元766 - 822年），公元805年回到日本，在滋贺
县的日吉大社里种下了从中国带回的茶树种子。
空海（弘法大师，公元744 - 835年），公元806年将茶籽和茶饼以及
石臼带回日本，并将茶叶献给了嵯峨天皇。

基础知识。多田元吉除了指导红茶生产，还在1878年监修了《红茶制作纂
要》和《红茶说》两本书的翻译。多田元吉从印度带回的阿萨姆树种中发
现了耐寒性极强的树种，与日本的茶树进行杂交培育之后，生产的红茶茶
汤浓艳明亮、滋味浓厚，终于成功地向欧美等国家出口了红茶。

永忠（公元743 - 816年），公元805年和最澄一起回到日本，并在嵯

但是在日本国内，由于习惯了绿茶的味道、冲泡方式和文化，价格昂

峨天皇访问滋贺县梵释寺时，将自己亲手冲泡的茶奉给了嵯峨天皇，这是

贵的红茶迟迟不能推广开来。1886年，银座首次公开发售三重县生产的红

在日本史书上首次登场并有记载的茶。永忠在回到日本的十年时间里，将

茶，在当时一升米5钱，一杯咖啡1钱5厘，而一杯加奶的红茶却要2厘，实

从中国带回来的茶种进行种植栽培并制成茶，嵯峨天皇因此表彰了他的制

在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接受的价格，红茶虽然在夏目漱石、宫泽贤治等文

茶，从而使茶在皇室和贵族里推广并流行开来，特别是在寺庙，由于非常

学家的作品中频频出现，但也始终都是上层社会饮用的奢侈品，在当时的

严格的修行制度，能够驱赶困乏的茶叶成为了僧侣的宝器。

文学作品里赋予了红茶“优雅和雍容高贵”的气质，区别于传统的直筒型

从唐朝带回来的茶叶是蒸青绿茶，日本一千多年来老百姓以及贵族社

汤吞（日式茶杯），欧式的红茶杯具富丽堂皇，镶嵌着金边的一杯一碟的

会喝的都是以玉露、抹茶、煎茶、番茶为主的各种绿茶，红茶真正进入日

组合，端在手中一招一式都流露着贵族气味，即使在战后红茶开始普及，

本一直等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最初喝到红茶的不是天皇也不是幕府将军，

它给人留下的始终是高级的印象。

却意外的是一位船夫 - 大黑屋光太夫，1782年12月，大黑屋光太夫掌舵的

红茶进入百姓的生活是在出现了简易包装，价格能被普通百姓接受之

神昌丸号渔船从伊势的白子港口出发后不久，在骏河湾海口遇到了强风暴

后。1927年，“三井红茶”（现日东红茶）首次开发了罐装红茶，此后红

雨失去了控制，船只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之间的太平洋上漂浮了7个月之

茶渐渐在日本扎根遍地开花。1960年简单方便的袋泡红茶开始销售，由于

久，最后被俄罗斯人救助，九死一生。船上的货物装有绫罗绸缎和精美的

大量生产，成本降低，价格趋于平民化，此时红茶才真正开始走入日本普

瓷器，大黑屋光太夫被误认为是富裕的商人被俄罗斯贵族社会追捧，并被

通老百姓家庭。1971年日本红茶贸易进口自由化之后，日本向国外基本停

当时的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奉为座上宾频频招到皇宫款待，从而第

止了红茶的出口，然而在日本国内，随着粉末状的红茶速溶饮料的开发，

一次接触到了要配着奶和砂糖一起喝的红茶。

红茶也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眼前。特别是1975年随着自动贩卖机

此后，得到女皇的批准，大黑屋光太夫携带了大量的红茶和砂糖回到

的普及，罐装的柠檬红茶、牛奶红茶作为清凉饮料风靡一时。1986年KIRIN

了日本。但是由于光太夫被幕府限制，作为日本唯一和俄罗斯贵族社会进

公司的研发小组经过上万次的实验突破了红茶冷后浑浊的难关，通过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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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优明，旅日13年，中国高级茶艺师、高级茶叶审评员

的挑选、茶汤的萃取等方式使红茶在透明的塑料瓶里面依旧保持清澈的透
明度，终于使塑料瓶装红茶成为真正方便的饮料，街边的便利店以及随处
可见的自动贩卖机都可以快捷地购买到罐装或者瓶装红茶，使红茶彻底地
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从此，红茶不再拘泥于一杯一碟的贵族气质，同时也
以茶袋、速溶、罐装瓶装等各种形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83年日本红茶协会正式认定每年的11月1号为日本“红茶的
日”，用以纪念日本人第一次和红茶的相遇（据说叶卡琳娜二世第一次
在皇宫接见大黑屋光太夫是11月1号）。同时，即使每年从世界各地大
量进口红茶，日本本国依旧保留在静冈县、高知县、九州、冲绳等地种
植并生产红茶。
日本国产红茶和日本国外的红茶相比苦涩度较低，甜度适中，原本日
本人就不习惯在茶里添加砂糖和牛奶，因此日本国产红茶也许恰恰适合了
日本人对茶口感的要求。
日本国产红茶主要生产于西日本，以下图表为国产红茶分布图：
产地

红茶种类

静冈县

丸子红茶，静冈红茶

三重县

伊势红茶

奈良县

月濑红茶

滋贺县

朝宫红茶

岛根县

出云红茶

鸟取县

鸟取红茶

冈山县

高粱红茶

福冈县

八女红茶

佐贺县

嬉野红茶

大分县

杵筑红茶

宫崎县

宫崎红茶

鹿儿岛县

鹿儿岛红茶，阿九根红茶

冲绳县

琉球红茶，山城红茶等

为了让更多的人喜爱红茶，各大红茶品牌公司也会不断创新，在单一
的红茶里配合四季时令，加入当季食材或者各种配料，使其滋味变化多端
魅力无穷，例如春天的樱花红茶，夏日炎炎下的白桃薄荷红茶，秋天滋润
的梨丝红茶，寒冷冬日的柚子红茶，深受女性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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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满足中国顾客的味蕾习惯需求。因为我们不想被定义为是一个社交的空
间，我们更想通BunnyDrop空间去带给顾客更多味蕾的满足感，所以需要知
道顾客的味蕾需求，需要在引领咖餐模式需求的同时首先去满足中国顾客
的需求，这才是一家咖啡厅的经营之道，因为这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商业。

BunnyDrop茶饮菜单的发展历程
随着茶饮在中国餐饮市场的发展，以及新式茶饮的创新以迅速的发
展，使咖啡厅品牌更加重视了对茶饮菜单的开发和定位。BunnyDrop从品牌
创始至今，茶饮的菜单一直占据整体菜单的重要地位，以及随着茶饮市场
的不断变化，对茶饮的研发一直也是走在市场的前端，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BunnyDrop对茶饮菜单做的研发以及创新的过程：
第一阶段：选用高质量茶包并结合中国以及西方的口感喜好

Fashion Tea Drink on Menu

茶饮菜单的分享
文_BunnyDrop

品牌创建初期，BunnyDrop主要以高级质量的茶包，以单一品种茶和复
合口味茶为主要方向设置茶饮的菜单，并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的茶饮文化上
对口味的喜好，做了甄选，比如菊花普洱茶比较适合国人的饮茶习惯，是
冬季点单率继咖啡之后最高的饮品；我们还尝试了一些复合口味的茶，比
如Tea Pigs的巧克力碎片茶，虽然点单率不高，但是给整个茶饮菜单带来了
新鲜感。
第二阶段：复合口感时尚茶饮的开发

近

两年，随着茶饮的大热以及时尚茶饮受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喜爱，

随着新式茶饮的展露头角，BunnyDrop在茶饮的菜单开发上也扩展了两

很多咖啡厅都开始在茶饮菜单上下功夫，做延展。BunnyDrop作

大系列，从2017年的新菜单即包括传统茶又包括现代茶开始，传统茶依然

为中国精品咖啡西餐引领品牌，无论从饮品或是餐品上，都会用

延续了之前的路线，而在现代茶的研发上，加入了茶拿铁系列，以及手作

匠人的心态去通过产品做为一个切入点，带给都市精英及社区家庭品味和

果酿茶系列，大大丰富了整体茶饮菜单的选择性，以及增加了更多的属于

美好体验，在品牌创立之初，BunnyDrop已经把茶饮作为除了咖啡之外的重

BunnyDrop的个性，在售卖方面，整体八款茶饮的售卖总额占了饮品菜单五

要菜单内容之一，并不断的突破和创新。

大系列40多款产品的35%，是很大的占比。

茶饮在咖啡厅饮品菜单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第三阶段：高品质的原叶茶基底为核心，附加新鲜食材还原健康本质

很多传统的国外咖啡厅，并没有重视茶饮菜单的开发，最主要的原

在2018年，我们会更加专注茶叶本身的品质，BunnyDrop用了半

因可能是西方国家的咖啡文化深厚的层面要远远大于茶文化，咖啡才是西

年的时间去不断的寻找在中国高品质的茶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即将

方国家消费者的日常饮品。而在中国，有着深厚的茶饮文化，尤其是在南

推出BunnyDrop的专属茶饮系列，更加突出茶基底的品质和风味，在高

方，茶饮已经根深蒂固的成为了人们日常饮品。国人普遍认为，喝茶比喝

质量茶基底的基础上，会将鲜奶茶饮系列以及鲜果茶饮系列做更高的突

咖啡更加健康、养身。由于咖啡文化是外来文化，把饮咖啡当成习惯的中

破，给消费者更多味蕾上的享受。本文图片中就是一款我们在夏季即将

国人，在现今仍然以年轻人为主，以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国人群为主，这导

推出的悬浮冰沙系列的配方，希望夏天来临时，对大家在菜单的研发上

致咖啡厅的咖啡售卖量和国外大相径庭，所以很多咖啡厅品牌在国内都遭

有帮助。

遇到或者曾经遭遇过销售瓶颈，也就是咖啡营业额的不乐观。
那么，作为BunnyDrop，我们选择了在引领的同时，在菜单的设置和产
品口味的设定上采取“接地气”的战略，所以茶饮反而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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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随着茶饮市场的火爆，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在咖啡厅品尝到
高品质高颜值的时尚茶饮， 并不是迎合市场去做，而是通过咖啡与茶的结
合，做出适合中国顾客的咖啡厅饮品菜单。

Advertiser Guide 合作公司名录
ADACREW
微 信：adacrew

Golden Bean
金豆杯咖啡烘焙大赛和行业研讨会
澳大利亚赛区：
电 话：+61 2 6583 7163 / +61 419 287 608
官 网：goldenbean.com.au

Australia Cafe School
澳大利亚咖啡馆经营管理学校
邮 件：info@cafeschool.com.au
官 网：cafeschool.com.au

上海铭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400-000-2228
官 网：mingsgroup.cn

雀巢专业餐饮（北京分公司）
电话：010 6418 5655
官网：nestle.com.cn
轰炸机工作室
淘宝店铺名：咖啡渣渣小易

苏州顺和丰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400 - 0618 - 600
官 网：www.brewista.cc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官 网： hotelex.cn
Cafe Pulse
电 话：+61 423 200 206
邮 箱：David@pulseplus.com.au
官 网：pulseplus.com.au

Cafe Works
电 话：010 6779 7800
微 信：cafeworks
官 网：cafeworks.com.cn

GRUPPO CIMBALI
电 话：+86 21 6259 9982
官 网：gruppocimbali.com

滨特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139-1693-8908
邮 箱：Vincent.yi@pentair.com
官 网：www.everpure.com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三豆客咖啡科技
电 话：+86 17600809306
官 网：www.santoker.com
上海吉晟贸易有限公司
官 网：www.jesstrading.com

诚品食品有限公司
电 话: 13828047678
热 线: 0750-6971199
官 网: www.spcoffee.com

SIAL China 中食展
电 话：021 6217 0505
邮 箱：sialchina.com

拉玛瑞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400-808-3928
官 网：china.lamarzocco.com
咖啡沙龙 / Coffee Salon
官 网：coffeesalon.com
电 话：020 3637 9496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CTMA）
电 话：010 6602 6132
官 网：expo.ctma.com.cn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
电 话： 021-80188725
官 网：www.weichuan-sh.com.cn

北京金米兰咖啡有限公司
官 网：www.milangold.com.cn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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