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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乳制品测试全部依赖传统实验室测试，周期
长、成本高、频率低，不利推广，漏诊率高。有没有技术
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痛点？

不久前，Labby（乐谱）科技公司研发和生产出了
一款手持光谱分析仪，有效填补了乳业行业中原奶质
量和营养成分的现场监督和检测技术空白。该技术可
以从分子级别将食物和农产品中不可见的光学信息转
化成可见信息，将人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食品营养成
分和质量简单易懂地呈现出来。

“传统光谱仪体积最小的都有打印机那么大，每台
价格在30万至50万元之间，检测时间需要数分钟。”
乐谱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亢智丽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乐谱的手持光谱仪小到可以直接放置于手掌心上，
成本比大型设备低5至6倍，且检测时间不到10秒。

把一个传统的大型检测设备小型化甚至微型化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者了解到，乐谱手持光谱仪是
基于光谱分析，通过分析不同分子结构对光不同的吸
收和散射特性来判断所检测物质的结构。光谱仪射出
的光扫过牛奶样本时，一些光会被牛奶的不同成分所
吸收，而另一端留下的光谱就是“牛奶指纹”，随后通过
先进的精密计算方法即可分析牛奶成分，实现前端乳
制品质量和营养成分在分子级别的鉴别和检测。

当前，新的乳业国标即将实施，在生乳分级、加工
工艺规范、奶产品包装标识等各项关键指标要求上有
了较大提升。随着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市场
对优质牛奶的需求越来越大，也倒逼乳企加大乳制品
的检测力度。

“乐谱的手持光谱仪可实现奶源现场快检和分级
方案。通过物联网硬件和软件动态建模，能为原奶和奶
牛建立牛奶指纹档案，达到奶源追溯和质量监察的效
果。”亢智丽说，乐谱的设备可以检测奶牛乳腺疾病以
及牛奶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测量结果可实时在手机
上和云端显示，以便及时诊治，提高奶量和奶质。

与现有检测技术相比，乐谱的光谱测试技术可大
幅节约检测成本，并大幅缩短原奶样品检测时间。亢
智丽表示，这项技术带来的益处远不止于保障乳品的
质量和安全性。它还可以快速提供每个牧场出产的牛
奶信息，与奶罐车的精密调度系统相结合，将牛奶运往
相应生产基地，确保每滴牛奶价值最大化。同时，乐谱
的云端人工智能数据平台可以为乳企和政府决策提供
数据支持，并为国家质检部门提供牛奶质量在全国范
围内的质量预测和奶源跟踪。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平台技术，还可以用于润
滑油等别的行业检测，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和
产品质量。”亢智丽说。

目前，乐谱在美国与新罕布什尔大学建立了合作
试点项目，采集奶源数据，建立该牧场特有的数据模
式，为牧场研究和奶牛繁殖以及原奶测试提供方案。
同时，中国上海和南京等地的项目也在推动中。

更实用、更低廉、更高效——

乳品检测设备实现“微型化”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美国西达赛奈医疗中心
血管外科专家日前成功使用全球首台微创介入新型设
备——Valiant Navion胸腔支架移植系统，为一位85
岁高龄患者开展了主动脉瘤手术治疗。据悉，该设备
日前刚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动
脉瘤和主动脉疾病。

人体内最大的动脉是主动脉，当它变得衰弱、扩张
且破裂时，结果往往致命。而主动脉瘤的症状不典型，
经常被人们忽视，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更为棘手的
是，部分主动脉瘤患者存在介入手术禁忌症，并由于年
龄、身体状况等因素无法接受手术治疗。患者仿佛体
内埋着个“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Valiant Navion胸腔支架移植系统的出现，为主
动脉瘤患者带来了希望——许多此前需要接受开胸手
术的患者，现在都可以采用微创手术来治疗。

首例新型动脉瘤介入手术成功

探索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茫茫宇
宙除了我们，是否还有外星人存在？许多
个万籁俱寂的夜晚，科学家们仰望星空，
苦苦思索。

探索未知宇宙，科学家们将目光对准
了宇宙射线和引力波外的另一位“信
使”——中微子。这是一种微小、几乎没
有质量的粒子，非常难以观测。为捕捉这
种银河系外的“幻影”，研究人员在南极下
方制造了一块1立方公里的冰块，用光探
测器装饰，以记录中微子在极其罕见情形
下触发的微弱闪光。

这个名为“冰立方”的巨大探测器，之
前已记录了许多中微子，但科学家无法确
定它们的特定宇宙来源。2017年9月22
日，中微子与冰中的核相撞，光传感器很
好地确定了它的来向。2018年7月，研究
人员报道，美国宇航局的费米伽玛射线太
空望远镜在检测到中微子的几天后，发现
了一个非常明亮的耀变体。这是中微子
望远镜第一次检测到中微子的星系外来
源。

中微子的“精彩亮相”是2018年浩瀚
太空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不是唯一。

美国夏威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宣布，他们首次发现了
月球两极表面存在水冰的确切证据，这有
可能为未来人类月球探测甚至定居提供
便利。也是在8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派遣“帕克”探测器前往太阳。
10月，欧洲首个水星探测任务“比皮科伦
坡”升空。“旅行者 2 号”探测器进入了星
际空间，首次开始对这一区域进行探测。
日本的“隼鸟2号”拜访小行星“龙宫”，揭
开了人类首次小行星采样任务的序幕。
11月，美国航天局“洞察”号无人探测器在
火星成功着陆，执行人类首次探究火星

“内心深处”的任务。12月，NASA的“源
光谱释义资源安全风化层辨认探测器”到
达小行星“贝努”。

中国的探索亦从未放慢脚步。
12月8日凌晨，嫦娥四号探测器搭乘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升空，110小时
后，到达月球附近的嫦娥四号，在月球附
近顺利实施近月制动，成功完成“太空刹
车”。向着遥远的月球飞去，嫦娥四号被
赋予新的使命——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探访这片“秘境中
的秘境”，嫦娥四号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开展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
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及月
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等。

砥砺前行，这一年，中国航天领域的
硕果还有不少。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将通信技术
试验卫星三号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
道；中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以“一箭七星”模式，将包括鸿雁
星座首颗试验卫星“重庆号”在内的 7 颗
卫星成功送入轨道……

面对苍茫宇宙，如今探索仍在继续，
因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突破

拔根毫毛，吹口气，就能变出千百个
一模一样的猴子——曾经《西游记》里的
神话正在成为现实。2018 年 1 月 25 日，
两只来自中国的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

“华华”，登上了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
的封面。

这是自1996年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绵
羊“多莉”诞生以来，首次通过体细胞克隆
技术诞生的灵长类动物。这项由中国科
学家独立完成的成果，被誉为“世界生命
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克隆猴的成
功，将为阿尔茨海默症、自闭症等脑疾病
以及免疫缺陷、肿瘤、代谢性疾病的机理
研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
前景。

“中中”和“华华”的诞生仅是个缩
影。科学的伟大进步，来源于崭新与大胆
的想象力。2018年，科技捷报频传，重大
突破接二连三。

这一年，分子层面的研究让科学家发

现人类细胞运转的秘密。细胞内的各组
分是如何协调的，以至于能在正确的时间
和地点行使功能？科学家逐渐意识到，这
个问题的关键是液滴。他们发现，许多蛋
白质能够分离或浓缩成离散的液滴，特别
是当细胞对压力做出反应时。如果液滴
凝结过程发生错误，它们可能变为胶状甚
至固化，并引发神经退行性疾病。这项发
现不仅揭示了生命的奥秘，还为治疗神经
退行性疾病等提供了思路。

这一年，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华裔专家
张锋团队开发出一种“基因试纸”，并在实
验室中成功检测出一些病毒感染及肺癌
患者的肿瘤标记物。

生物学领域喜讯连连，其他领域亦是
如此。这一年，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通过
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作为研究物质
微观结构的“国之重器”，散裂中子源是一
个体积庞大的“超级显微镜”，其正式投入
运行，将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全新的
研究平台。

这一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在铁基超导
体中观察到了马约拉纳零能模，即马约拉
纳任意子。这种马约拉纳任意子纯净度
较高，能够在相比以往更高的温度下得以
实现，且材料体系简单。该发现或对稳定
的高容错量子计算机研发有极大帮助，

这一年，一块来自生活在5万多年前

女性的骨头碎片，成为众多科学家关注的
焦点：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洞穴中，研究者
从发现的骨骼中提取古 DNA，分析结果
显示，“她”的母亲是尼安德特人，父亲则
是丹尼索瓦人。这一最新发现，是尼安德
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之间亲密相遇的见证。

这一年，美国《科学》杂志6月刊登的
一项新研究称，蓝藻可利用近红外光进行
光合作用，其机制与之前了解的光合作用
不同。这一发现有望为寻找外星生命和
改良作物带来新思路。

这一年，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
究人员利用气相色谱及质谱等方法在震
旦纪（距今 6.35 亿至 5.41 亿年前)的狄更
逊水母化石中找到了胆固醇样分子的痕
迹，这是动物生命的标志，表明至少一部
分震旦纪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动物之
一。不久，另一研究团队在来自6.6亿到
6.35 亿年前的岩石中发现了一种现今只
有海绵制造的分子，这表明海绵这种形式
的动物可能比已有最古老的化石早进化
了一亿年。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攀登无止境的科学高峰，我们脚步铿锵。

惠民

很少有一座桥能让全国人民为之沸
腾，港珠澳大桥做到了。

全长 55 公里——世界最长跨海大
桥；15公里全钢结构钢箱梁——世界最长
钢铁大桥；海底沉管隧道全长 6.7 公里
——世界最长海底隧道；沉管隧道每节长
180 米，重约 8 万吨——世界最大沉管隧
道；隧道最深处在海平面以下48米，也是
世界纪录。

跨越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桥，东接香
港，西接珠海和澳门，使用寿命120年，抗
16 级台风、8 级地震。如今，随着大桥正
式通车运营，珠江口天堑变通途，香港将
获得更广阔的珠江西岸腹地支撑。

正如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所说，科学
的种子，是为了人民的收获而生长的。回
顾 2018 年，一件件科技进展鼓舞人心的
同时，也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以“食”为例。一种基于 RNA 干扰
（RNAi）技术让基因沉默机制的药物，
2018年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批准，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一种靶向
致病基因的新型药物的诞生。早在20多
年前，RNAi 技术就已被发明，但 RNA 分
子过于脆弱，且难以将它们引导到正确的
组织中，因此难以转化为药物。后来，奥
尼兰姆制药公司提出了解决方案，并推出
静脉注射药物 Onpattro，如今正式进入
市场。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努力，来自20个
国家的 200 多名科学家也于今年绘制完
成完整的小麦基因组图谱。科学家们相
信，小麦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完成，可帮助
培育出抗旱、抗病和高产优质的小麦
品种。

再看“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宣布，创造并试飞了第一架不需要
任何活动部件的飞机。这架2.45千克的
实验飞机不依靠任何旋转涡轮叶片的推
动，在直接使用电动力推进的情况下自主
飞行了 60 米。研究人员认为，如果这种
技术实现在大尺寸上的运用，未来将能生
产出更安全、更安静、更易于维护的飞机。

不只是飞机，这一年，科学家宣布发
现了一种能在原子层面“无缝缝制”两种
超薄晶体的新技术，这将为制造高质量新
型电子产品提供可能；美国警方将从犯罪
现场提取的DNA片段与大型基因数据库
比对，通过犯罪者的远亲“顺藤摸瓜”找到
逃逸近 40 年的冷血杀手，开创了被称为

“法医系谱学”的新领域；两个研究小组同
时发表论文，揭示了一种仅在几分钟内便
可确定小型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方法，
为新药研发打开了广阔空间。

……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驾驶科学的巨轮，劈波斩浪，我们执着
前行。

2018，“科学圈”的那些事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满怀希望与憧憬，我们

迎 来 了 朝 气 蓬 勃 的 2019

年。回眸2018年，嫦娥四号

发射、首只体细胞克隆猴诞

生、基因沉默药物获批上市、

法医系谱学走向成熟……一

个个重要探索令人目不暇接，

一项项科技突破催人奋进，

一件件科技进展惠及民生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报道：近日，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王志教授团队及其合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自然·材料》在线发表了题为《可制备大面积气体分离
膜的金属诱导有序微孔聚合物》的科研成果，在世界上
首次实现了多孔材料膜的超薄大面积制备，为气体分
离技术开辟了全新领域。

二氧化碳的分离与捕集对缓解工业生产过程中温
室气体的排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碳捕集方面，气体
分离技术目前采用的“MOFs”材料效果并不理想。由
于工业生产尤其是电力行业中，排放的气体往往含有
大量水蒸气，“MOFs”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结构易被破
坏；同时在制造过程中，“MOFs”材料还会使得实际过
滤薄膜存在裂纹等缺陷，影响实际使用性能。

天津大学科研团队首次成功构筑了具有有序微孔
结构的金属诱导有序微孔聚合物（MMPs），用于高效
分离二氧化碳和氮气。“MMPs”可以涂覆在商品基膜
上，既具有“MOFs”孔结构的特征，又克服了其缺点，
且具有更好的成膜性，更佳的稳定性。同时，该结构具
有较好的二氧化碳穿透功能，并能阻挡氮气通过，从而
实现了气体的分离。专家认为，该项工作为气体的分
离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

高效气体分离材料“MMPs”问世

2018年12月8日升空启程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经过20多天的飞行，于2019年1月3日10
时26分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港珠澳大桥成功开通，创下多项世界桥梁建设之最。

在中国诞生的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

“帕克”探测器前往太阳飞行示意图。 “冰立方”首次探测到外太空中微子。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工作示意图。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柔性显示智能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