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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百度，搜索速食食品，方便
面、“洋快餐”等食品名称映入眼帘。

“一包冷冻脱水蔬菜包，一包调
味包”，耳熟能详的配料，你一定以
为这是方便面唯有的“配套套餐”。

然而，冷冻脱水蔬菜包、调味
包，再加一定计量的薯粉包，你能
想到这是一款马铃薯速食产品吗？

近期，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作
物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
马铃薯课题组研发出一款集“绿
色+健康+特色”于一体的即食薯
泥——彩色薯泥，为“速食主义
者”提供了一种更为健康的选择。

拯救“地下苹果”

素有“地下苹果”美誉的马铃
薯被世界公认为全营养食物，仅需
250 克剂量便可满足人体一天所需
的营养成分。

当前市场上的薯类食品均以薯
肉为白色和黄色的普通马铃薯为原
料，颜色单一、口味单一，已不能满
足市场对产品多元化的需求。加之
马铃薯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健康风
味食品，方便快捷、风味可口、储量
丰富且四季皆有，各种以马铃薯作
为原料而进行加工生产的薯制品层
出不穷，但也导致营养价值低、添
加剂含量高等缺陷随之显现。

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和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时间和生活质
量要求越来越高，找到一款绿色、
健康和营养的速食型产品成为市场
上迫切之需。

彩色马铃薯问世

“目前，快节奏工作和生活方
式使人们越来越依靠方便面这类速
食产品。但方便面的营养成分极
低，长期食用会对人体健康不利。
能否生产出其他具有可替代性的营
养速食产品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
航？”该校课题组助理研究员余斌
老师经常思考这一问题。

马铃薯育种、栽培和品质加工

领域是余斌坚守了多年的研究岗
位，看到实验室里的薯条、薯片，
他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家吃的“蒸土
豆”，浓郁的薯香味让他至今难忘。

“可否将马铃薯制成一种即食薯
泥？”一个大胆的想法忽地冒上心头：
研制可用开水冲泡就能食用的马铃
薯食品，如方便面一样简单便捷。

于是，余斌牵头成立大农薯业
薯类食品研发推广团队，带领和指
导研发即食薯泥。

“要想研发出口感丝滑、薯香
浓郁的薯泥，原材料选择十分重
要。”余斌介绍，其研究团队早在
2013 年就开始了加工型马铃薯的
选育工作。

为了给人们提供多一种的健康
选择，研究团队依托该校作物遗传
改良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在
300 余份马铃薯品系材料中进行筛
选，最终培育出质量高、口感好且
薯香浓的新品种——彩色马铃薯。

彩色马铃薯不仅拥有普通马铃
薯的全部营养成分，同时还因块茎
中含有多酚类化合物，如芥子酸、
香豆酸、黄酮以及青花素、硒等，
具有极强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
跃然成为做薯泥的最佳原材料。

选定了亲本材料，就要通过杂
交试验进行研究。

“在成百上千个杂交后代中选
育出一个优良加工品系，无异于大
海捞针。”余斌苦笑了一下，继续
说，“有时候，好不容易在大田选
育实验中获得一些优良品系，但在
实验室品质评价试验后，却有可能
被全部淘汰，只能再重新配制亲
本，获取新的杂交后代，继而再进
行筛选工作，就这样周而复始。”

而彩色薯泥的研发生产也并非
是一蹴而就的，其研发生产工艺也
是经过多次试验才找到最佳方法。

“彩色薯泥加工工艺过程中所
有时间、温度及用量等关键因素，
均需要一一对比试验确定。而且其
制作还要经过去皮、蒸煮、烘干、
冷冻及打磨等多个环节。”团队成
员李茂宏回想起其中的辛酸，说

道，“我们初期设计的薯泥包装还
被同学戏称为‘茶叶’，也是大家
经过多次尝试后才改良了产品的适
口性和包装的美观度。”

历经选育、去皮、蒸煮、滚筒
干燥、过筛等多个步骤，该研究团
队终利用一年的时间研发出一种集

“绿色+健康+特色”于一身的即食
产品——彩色薯泥。

彩色薯泥是一种营养快餐产
品，可在短时间内便捷食用，在一次
性快餐盒中放置一定计量的薯粉
包、一包冷冻脱水蔬菜包及一包调
味包，按一定比例（1:6 为佳）加入
温水冲泡薯粉和蔬菜包，再按照消
费者不同口味加入不同风味的调料
包，即可成为口感绝佳、薯香浓郁的
马铃薯薯泥。其不仅打破了马铃薯
传统的薯片、薯条的加工方法，还
以彩色马铃薯为原料，感官独特、
口味丰富，弥补了普通马铃薯颜色
单一、口味单一的不足，不仅具有
方便面方便快捷的特点，更具备有

方便面所不具备的营养价值。

即食薯泥营养安全

“马铃薯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
同时含有蛋白质、磷、钙等矿物质，
薯泥具有绿色、健康、全营养、低脂
肪、方便食用等特性，若全面推广开
来，有望代替方便面在人们心目中
的位置。”余斌介绍，彩色薯泥既适
合女生、公司白领及运动员等需要
保持身材的特定消费人群，也因价
格平实而适合普通大众。

在刚刚过去的甘肃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题展上，即
食彩色薯泥跃居参展者所青睐的食
品前列。为了能在此次成果展上获
得更多消费群体，余斌和团队成员
放弃了休假机会，始终埋头在实验
室做薯泥定型研究工作：研发了芝
士原味和烧烤味两种口味，薯粉颜
色也增加了紫色系，并坚持向多口
味、多色泽和便捷包装方向研发。

“展会上有一个专门经营各类特
色食品的超市老板看到我们研发的
薯泥，非常喜欢，当即决定每种产品
订购100盒。还有很多其他经销商
或个人，甚至一些贸易公司都想大批
量购买，保守估计那天至少能卖出
4000盒，可惜我们只带了40盒。”余
斌并没有觉得很遗憾，反而认为，运
营商有意向共同合作生产这款即食
薯泥，就是一剂兴奋剂，促使大家在
薯泥研发工作上永不止步。

“彩色马铃薯基于普通马铃薯
的加工工艺及创新的制作工艺进行
生产，彩色薯泥、薯片、薯条及彩
色薯粉饮品等产品将会相继研发。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出更多
健康即食的系列产品。”余斌表
示，未来，即食薯泥将会采用网络
销售+传统营销+项目链接的商业
模式进行运作，通过线上线下多渠
道销售，迅速将产品推向市场，预
计在 3-5 年内成为知名马铃薯加
工食品品牌。

马铃薯竟然还能“泡”着吃
——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作物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研发“彩色薯泥”

通讯员 魏丽静

还记得上海、南京等地出现的
稻飞虱虫雨吗？原本是稻田里的常
见害虫，是何种原因竟也让城市居
民都不堪其扰？

近日，南京农业大学昆虫生态
课题组最新科研成果揭示，原来，
昆虫也有“移民”情结。

该课题组利用来自英国洛桑试
验站昆虫迁飞和空间生态学课题组
提供的昆虫垂直监测雷达数据分析
后发现，每年约 3.5 万亿昆虫“移
民”飞过英国南部。同时发现，昆虫

“移民”的迁飞方向存在季节性变
化，通常春季往北飞，秋季往南飞，
大规模的昆虫迁飞带来的物质和能
量的传输，将影响全球生态系统的
生态服务、生态过程以及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

“该研究关注 150 米以上高空
的、10 毫克以上的迁飞昆虫，对
英 国 洛 桑 试 验 站 提 供 的 2000-
2009 年所有的雷达数据进行了分
析，并利用高空网对小型昆虫进行
了采样，首次发现每年约 3.5 万亿
昆虫‘移民’飞过英国南部，其生
物量约 3200 吨，相当于 22000 头
在天上飞的驯鹿。”该校植物保护
学院胡高副教授表示。

据胡高介绍，应用雷达研究昆
虫迁飞有近 40 年的历史，但以往
研究仅关注了少数夜间飞行的农业
害虫，没有关注过夜间和白天高空
飞行的所有昆虫。事实上，大多数
迁飞性昆虫都提供着非常重要的生
态服务，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和
健康。比如传播花粉、吞食农业害
虫，或者是作为鸟类和蝙蝠的食物。

据了解，我国几种重大的农业
害虫都具有迁飞性，如水稻害虫稻
飞虱和稻纵卷叶螟以及北方的粘虫
和草地螟等。目前，国内多家单位
利用昆虫雷达开展昆虫迁飞学的研
究，并期望昆虫雷达能够用于重大
农业害虫种群动态的自动化监测，
但一直存在数据分析的技术瓶颈。
该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昆虫迁飞的宏
伟场景，同时也展示了昆虫垂直监
测雷达的应用前景。

昆虫也“移民”
通讯员 许天颖

科学研究

科学观察

研究团队进行品种培育 魏丽静 供图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让
电梯‘更安全、更舒适、更智
能’。”近日，天津大学机械学
院 2015 级工程博士王琪冰的
这一理想终于变作现实。在世
界电梯杂志 《电梯世界》 主办
的“2016 年度电梯世界工程
奖”中，其主持研发的森赫电
梯“河南林州天平山——悬崖
上的电梯”荣获三等奖。据
悉，“电梯世界工程奖”是电
梯行业内最高奖项，获得该奖
的项目均是代表全球电梯领域
的经典之作。

王琪冰读博期间，在导师
指导下，围绕“基于极端条件
下高性能大型乘客电梯设计及
产业化研究”展开一系列创新
性攻关，最终成为 2016 年度
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
高校研究生。

跨越文科成机械制造家

王琪冰本科就读于北京师
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后进入台州柳林联合收割机有
限公司工作。

“当时，刚进企业的大学
生不能直接进办公室，而是要
放到一线去磨练。”王琪冰回
想工作一线的情境，最让他苦
恼的就是那些设计图纸，“很
难理解”。作为文科生的王琪
冰只能厚着脸皮多问工程师，
然后才能取得些进展。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感触和
经历，才有了他后来勇敢跨
界、不断深造的故事。

2005 年，王琪冰跨专业
重新考取中国地质大学机械设
计与制造专业在职本科生。毕
业后，王琪冰进入森赫电梯的
前身——莱茵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工作，负责特殊类电梯技
术研发工作。

“科研力量才是一个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想更迅
速地发展，就必须在人才和科
技上多投入。”目前，作为森
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王琪冰更加重视人
才、科技和创新。而其所在企
业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从
上到下也都在提升。他重在挖
掘公司内部的科研人员，为公
司搭建更高的科创平台，让公
司拥有“最强大脑”，让森赫
的技术能够更快地向国外的顶
尖电梯技术靠拢。

针对国际难题全面发力

近年来，虽然我国本土电
梯企业的投资力度和产能水平
已不输国外企业，但在市场品
牌认可度以及竞争力方面，国
际先进电梯厂商的优势仍旧十
分明显。究其原因，国产电梯
在使用安全性、舒适性、可靠
性以及产品技术附加值等方面
均处劣势。同时，国外电梯品
牌积极开发电梯远程监控服
务，在存量电梯的运行状态监
控领域继续拉开着与国产品牌
的差距。

“‘安全、舒适、智能’
应该作为开展一切电梯研发的
关键词。”王琪冰在天津大学
攻读工程博士期间，在博导冷
永刚教授的指导下，开启“基
于极端条件下高性能大型乘客
电梯设计及产业化研究”科研
项目。

针对全球范围内电梯曳引
绳磨损状态还依赖于人为定期
维护观察，尚未解决曳引绳磨
损状态的实时监控监测、较细
毛刺故障难以检测的难题之
时，王琪冰和他的团队就在项
目中提出曳引绳智能隐患预警
技术，开发了基于高精度激光
检测技术的曳引绳断裂安全隐
患自动检测与报警系统，可以
识别曳引绳上产生的300微米
的毛刺。当系统判断曳引绳出
现毛刺时，系统将自动通过隐
患报警指示灯发出隐患警报。

“也就是说，我坐在办公室就

能 知 道 电 梯 现 在 的 安 全 情
况。”王琪冰解释。

该项目改进了传统电梯限
速器，设计出一种新型绳轮制
动器。经其科研团队改进后的
绳轮制动器填补了目前电梯缺
少预防意外制动装置的空白，
实现了意外事故时轿厢及时准
确的制动。

“像最近发生的一些电梯
停不到位，或者是意外移动导
致的事故，都是因为没有防止
轿厢意外移动的装置。”王琪
冰介绍，防止轿厢意外移动的
装置对于电梯安全非常重要，
我国刚通过发布的 《电梯制造
与安装安全规范》 中就新增了
这个关于防止轿厢意外移动的
要求。

此外，该项目还开发了电
子式轿厢智能减震技术。通过
在轿厢的底面上设置减震地
板，并在减震地板和轿厢的底
面之间设置阻尼减震单元，以
动态力实时补偿方式抵消震动
过程中速度变化产生的不适
感，最大振幅降低 60%，极
大地提高了乘客乘坐电梯的舒
适度。

并且，该团队还开发了基
于智能物联网与云计算技术的
电梯远程监控云服务平台,实
现了移动终端与云端中央监控
中心对电梯运行关键数据的同
步显示，工作人员可随时随地
获取所需的电梯实时运行数
据。

知识积累要下苦功夫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先实地考察了半年，设计
方案用了两年，之后还有不断
地重复实验过程。”王琪冰介
绍，在做曳引绳的拉力破坏实
验时，不同型号的钢丝绳的毛
刺状况、磨损情况以及激光用
什么角度检测等都各不相同，
需要一点一点地不断重复试
验、调试。

“有时因为太专注观察测
试过程，会常常忘记吃早饭和
午饭。”在试验期间一天一餐
是他们的常态，王琪冰坦言，

“研发过程相当磨人，我们不
断地试验、修正再试验，以保
证结果的准确无误。”

在研发过程中，通过理论
设计和参考不同环境下的电梯
结构，项目团队先后试验研究
了商场全透明观光的电梯安全
要求、化工厂里的防爆电梯安
全要求、船舶上的电梯安全要
求及机场地铁公共场所的电梯
安全要求等。经过多次技术研
讨与试验验证，有的方案在讨
论阶段就被否决了，有的方案
则即使成功了十几次，最终仍
由于其不稳定性而被放弃。

历时多年研究，“基于极
端条件下高性能大型乘客电梯
设计及产业化研究”科研项目
被科技部评为国家火炬计划产
业化示范项目。项目的技术成
果极大地提高了国产电梯高性
能、高可靠性、高舒适性和高
智能化水平，突破了国外电梯
行业技术壁垒。项目中云服务
平台的建立也为我国国产电梯
实现互联网+和智能安全监测
提供了重要保障。

该项目技术成果目前已成
功应用于国家 AAAA 级风景
区——河南林州天平山风景区
的悬崖电梯上，同时还被世界
电梯杂志 《电梯世界》、欧洲

《巴尔干摩擦学协会杂志》 收
录报道。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
多积累，舍得在知识积累上
花功夫。”王琪冰在专业方面
的学习从未停止过。对于未
来 ， 他 则 表 示 ， 明 年 5 月 ，
他将会申请到英国利物浦大
学深造，在有关智能化技术
方面进行学习交流，希望把
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入国
内，使国内电梯行业更快更
好地发展。

“跨界达人”与悬崖电梯
通讯员 张华

科学人物

日前，西安交大教授孙军课
题组与国内外团队合作揭示了界
面摩擦对二维材料存在独特的
机理，即二维材料由于其超薄
的几何特性和超大柔性，能够
通过改变自身构型影响接触界

面的钉扎状态，进而从界面的
“质”与“量”调控其摩擦性能。
该结论颠覆了近代摩擦学研究遵
循的“三维固体材料在无磨损情
况下的摩擦行为往往与界面真实
接触面积大小直接相关”的论断。

据悉，该研究团队通过原子
模拟，首次重现了石墨烯摩擦行
为的所有核心现象，并提出了二
维材料可能存在的一种全新摩擦
演化及调控机制，即主导界面摩擦
(包括其瞬态演化)行为的关键因素

是界面的咬合“质量”，也就是上下
表面原子间的局部钉扎强度和整
个界面咬合作用的协同性。正是
这种特殊“接触质量”的调控能力，
使得石墨烯在摩擦中具有奇特的
演化效应以及层数依赖性。

西安交通大学 揭示石墨烯摩擦演化行为机理

近日，华东理工大学与第二
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合
作，在应用二维荧光分子探针探
测恶性肿瘤标志物研究上取得新
进展，为恶性肿瘤标志物的高效

探测提供了新的分子探针工具，
并为肝胆肿瘤揭示了一种潜在的
肿瘤标志物。

据悉，研究人员通过超分子
组装策略，构建了一种荧光多肽

配体与二维硫化钼复合的探针材
料，并应用这一探针复合材料的
荧 光 “ 关 开 ” 性 质 ， 揭 示 了
CD47 （广泛存在于人细胞膜表
面的糖蛋白） 在肝癌和胆管癌细

胞中的过度表达。此外，研究团
队还应用此类二维探针材料实现
了对确诊为原发性肝癌与胆管癌
的临床组织标记，并通过荧光有
效区分了癌与癌旁组织。

华东理工大学 构建恶性肿瘤标志物探针材料

日前，广东医科大学以分子
工程学为依据，通过简单的溶剂
热方法合成了 2 个罕见的纳米孔
稀土金属—有机骨架材料，该新
型材料对不同浓度的离子进行探
测后，对于铁离子和重铬酸根离

子表现出了特殊的敏感性，荧光
强度出现了快速的降低，并对二
氧化碳有选择性吸附作用。

在探索合成纳米孔稀土金属
—有机骨架材料规律的基础上，该
研究组将该材料应用于荧光探针

领域，对金属离子可进行高效检
测。“检测极限值越低代表灵敏度
越高，检测效果也越好。以铁离子
的检测而言，纳米孔稀土金属—有
机骨架材料做成的荧光探针检测
限度，远优于传统材料。”该校药学

院博士刘建强介绍，这一新型材料
在荧光探针和生物标记等领域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可
为皮肤病和贫血症等疾病中Fe3+
的定量分析以及环境中Fe3+的监
测提供简单、高效的检测方法。

广东医科大学 新型探针材料快速检测贫血症

科苑新创

HIV （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乙肝等慢性病毒感染通常
造成CD8T细胞功能耗竭，使其
逐渐丧失清除病毒感染的能力，
但是耗竭的CD8T细胞仍然具有
一定的抗病毒功能，并在很大程
度上控制病毒的复制，然而其中

的机制并不清楚。
近日，第三军医大学基础部全

军免疫学研究所采用HIV感染病人
样本及慢性病毒感染小鼠动物模
型，发现一群新的CD8T细胞亚类
在控制慢性病毒复制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进而完善了慢性病毒感

染免疫学机制中的关键环节。
据悉，与其它CD8T细胞大多

定居于T细胞区域不同，该细胞亚类
可迁移到淋巴组织的B细胞区域，从
而能减轻慢性病毒感染造成的抑制
性微环境对其功能的影响。更重要
的是，该细胞亚类可作为免疫细胞治

疗的一种新靶标，其过继转移后，可
高效清除病毒。这一开创性研究
对深入理解慢性病毒感染的免疫
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清除慢
性病毒感染，特别是功能性“治愈”
HIV感染病人提供了新思路。

（马海君 整理）

第三军医大学 开辟“治愈”HIV病毒感染新可能

“金融量化投资高峰论坛”
日前在宁波举行，论坛通过主
题演讲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共
同探讨量化投资在国内金融市
场发展背景下的资源共享与合

作、高校量化投资特色人才的
培养以及量化投资交易专业应
用平台的建设等。本次论坛由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主办，对
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工程学会等高校及机
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院长
孟祥霞表示，此高峰论坛将成
为华东地区政界、学界和业界

智慧碰撞的常态化平台，为地
方金融如何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和能力水平走创新和特色发展
之路积极建言献策。

（张其斌）

浙江万里学院 “金融量化投资”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