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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豆为茜草科（Rubiaceae）咖啡属（coffea）植

物小果咖啡（Coflea arabica L）、中果咖啡（C.Canephora 

Pierre ex Froehn）及大果咖啡（C.1iberica Bull.Ex Hien）

的种子，主要产自巴西、蓝山、哥伦比亚等地 [1]。在我

国也有种植，2016 年中国咖啡豆产量为 16.03 万 t，占

全球产量的 1.7%，居全球第 12 位。云南咖啡豆产量

15.84 万 t，占全国 98.80%，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普洱市、

保山市、临沧市及德宏州。云南种植的咖啡为小粒种 -

阿拉比卡（Coffea arabica L.），品种上有铁毕卡、卡蒂姆、

波邦、黄波邦等 [2]。

咖啡因是咖啡豆中重要的品质指标。咖啡因具有兴

奋中枢，促进胃酸分泌、对心血管系统具有正性作用 [3，4]

等药理作用。本文针对云南省不同产区、不同海拔的咖

啡生豆及焙炒咖啡豆中的咖啡因含量进行研究，为提高

云南咖啡品质和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1 试验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1）仪器。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 LC-20AB）；

DZKW-D-6 恒温水浴锅、FZ102 微型植物试样粉碎机

（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MS205DU 电子分析

天平（瑞士 METTLERROLEDD 公司）；EXceed-AC-24

超纯水机（成都艾柯实验专用纯水设备）

2）试剂。氧化镁（分析纯，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

技有限公司）；甲醇（色谱级，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

究所）；咖啡因标准品（加拿大 TRC）。

3）咖啡样品。采自保山、临沧、普洱三个产区不同

海拔的咖啡种植基地，其中保山市 9 个，普洱市 9 个，

临沧市 10 个，海拔在 800m～2100m 之间，品种均为卡

蒂姆，共 28 个样品，样品一式两份，一份用于生豆咖

啡因检测，另一份进行中度烘焙，色度值：58，制成焙

炒咖啡豆样品，检测其咖啡因含量。

1.2 试验方法

1）色谱条件。Agilent C18 柱（粒径 5μm，柱长
150mm×4.5mm）；流动相：甲醇 +水 =24+76；流速：1.0mL/

min ；检测波长：272nm ；柱温：25℃；进样量：10μL。
2）标准品的制备。精确称取咖啡因标准品 20mg，

于 100ml 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定容，即得咖啡因标准

储备液，分别吸取该储备液 0.5mL、1.0mL、2.0mL、

5.0mL、10.0mL 至 10mL 容量瓶中，用水定容，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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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浓度分别为：1.0μg/mL、20.0μg/mL、40.0μg/mL、
100μg/mL、200μg/mL。
3）供试品的制备。称取 1g（精确至 0.001g）经粉

碎低于 30 目的均匀样品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入约

200mL 水，沸水浴 30min，不时振摇，取出流水冷却

1min，加入 5g 氧化镁，振摇，再放入沸水浴 20min，取

出锥形瓶，冷却至室温，转移至 250mL 容量瓶中，加水

定容至刻度，摇匀，静置，取上清液经微孔滤膜过滤，

备用 [5]。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不同产区、不同海拔的生豆和焙炒豆的咖啡

因含量测定值分别求平均值，结果见表 1。

表 1 云南小粒咖啡中咖啡因检测结果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for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coffea 
   Arabica    %

海拔 品种
保山市 临沧市 普洱市

生豆 焙炒豆 生豆 焙炒豆 生豆 焙炒豆

800-1000m 卡蒂姆 1.040 1.103 0.959 1.148 0.863 1.005

1000-1250m 卡蒂姆 1.115 1.189 1.025 1.186 0.964 1.158

1300-1600m 卡蒂姆 1.121 1.239 1.075 1.212 1.122 1.297

1600m 以上 卡蒂姆 1.216 1.312 1.102 1.238 — —

平均值 1.123 1.211 1.040 1.196 0.983 1.150

2.1 咖啡生豆与焙炒咖啡豆间咖啡因含量比较及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将咖啡生豆与焙炒咖啡豆的咖啡因

含量作折线图。从图１可知，咖啡生豆中咖啡因质量

分数为 0.863%～1.216%，焙炒咖啡豆咖啡因质量分数在

1.005%～1.312%，均高于国家标准咖啡豆中咖啡因含量

不低于 0.8% 要求 [6-7]，且焙炒豆中的咖啡因质量分数均

大于生豆中的咖啡因质量分数，约高出 0.002%～0.227%。

原因分析：在烘焙的过程中，咖啡豆会膨胀，从结

实的、高密度的生豆状态转变为低密度的蓬松状态，咖

啡因更易溶出；同时在烘焙过程中，部分水分蒸发，咖

啡豆重量减轻，咖啡因含量与咖啡豆重量呈反比，咖啡

因含量就会升高。

图 1 同一咖啡生豆与焙炒豆样品间咖啡因含量变化折线图
Fig.1 Changes of coffeine content between the same coffee 

bean and roasted coffee bean

2.2 不同海拔的咖啡豆中咖啡因含量比较分析

将样品采摘的海拔高度划分为低海拔区（1000m 以

下）、中海拔区（1000～1250m）、高海拔区（1300～1600m）、

特高海拔区（1600m 以上）4 个区，分别对每个区对应

采摘的咖啡生豆及焙炒豆求咖啡因含量平均值，作柱

状图，见图 2。咖啡生豆及焙炒豆中咖啡因含量均随海

拔的升高而增加。特高海拔区，咖啡生豆及焙炒豆咖

啡因含量分别为 1.159%、1.275%，是低海拔区的 1.215、

1.175 倍。

原因为：海拔高、气温低，植物生长周期较低海拔

地区延长，咖啡豆生长缓慢，营养物质蓄积丰富，从而

导致咖啡因含量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高。

图 2 不同海拔的咖啡豆中咖啡因含量比较图
Fig.2 Comparison of caffeine content in coffee bean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2.3 不同产区间咖啡生豆和焙炒豆间咖啡因含量比较

分别将保山市 18 份咖啡生豆和焙炒豆，临沧市 20

份咖啡生豆和焙炒豆，普洱市 18 份咖啡生豆和焙炒豆

中的咖啡因含量求平均值，并作柱状图，见图 3。

从图 3可知生豆及焙炒豆中咖啡因含量从高到低依

次为：保山、临沧、普洱。生豆咖啡因：保山为 1.123%，

临沧为 1.040%，普洱为 0.983%，保山与普洱之间的差

值为 0.083%。焙炒豆咖啡因含量，保山为 1.211%，临

沧为 1.196%，普洱为 1.150%，保山与普洱之间的差值

为 0.061%。

原因分析：保山咖啡种植海拔在低、中、高海拔均

有不同分布，大部分集中在中、高海拔区，特高海拔区

也有种植，且保山气温略低于临沧市，低于普洱市，植

物生长周期相对较长，这些因素导致保山种植的咖啡中

的咖啡因含量相对偏高。临沧市海拔及气温介于保山市

及普洱市之间，咖啡豆中咖啡因含量介于两市之间。普

洱市种植海拔主要集中在中低海拔区，整体气温偏高，

咖啡生长周期较短，所产咖啡豆中咖啡因含量偏低，以

上因素导致了不同产区间咖啡因含量的差异。

图 3 不同产区间咖啡豆中咖啡因含量比较图
Fig.3 Comparison of caffeine content of coffee beans 

between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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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通过对保山、临沧、普洱三个产区不同海拔的咖啡

生豆及焙炒咖啡豆进行咖啡因含量的研究表明：焙炒咖

啡豆咖啡因含量高于生豆咖啡因含量，咖啡生豆中咖

啡因含量为 0.863%～1.216%，焙炒咖啡豆咖啡因含量在

1.005%～1.312%，两者含量均高于国家标准中不低于0.8%

的要求，咖啡因含量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高，三个产区

咖啡生豆及焙炒豆咖啡因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保山市、

临沧市、普洱市。这些与烘焙过程中，咖啡豆的膨胀、

水分的散失及海拔高低，营养成分的富集等有密切关系。

这可为提高云南咖啡品质和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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