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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都 芃

这款空调控制器能够根据车厢内的温湿度、拥挤程度等

参数，实时计算出最佳的送风量，保障在不同情况下，空调系

统都可以自主进行灵活调整，让车厢温度始终维持在较为舒

适的范围内。

任振余
北京地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援保障部创修主管工程师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股“用室内甲

醛检测试剂盒测试食用菌甲醛含量”的

热潮。许多自媒体博主都“下场”测评，

并将检测结果以视频形式发布出来。

在这些视频中，很多博主都声称在

香菇、白玉菇和金针菇等食用菌上检测

到了甲醛，许多观众看到后直呼心惊，并

对食用菌产生了恐惧心理，害怕吃了这

些含有甲醛的食用菌会致癌，纷纷扬言

再也不敢吃食用菌了。

那么，将室内甲醛检测试剂盒用于

食品检测是否科学？市面上售卖的食用

菌中是否含有甲醛？购买和食用相关食

品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好

好说说这些事。

人为违规添加的
可能性非常小

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强烈刺激气味

的有机化合物。根据产生途径，甲醛

被 分 为 外 源 性 甲 醛 和 内 源 性 甲 醛 两

种。外源性甲醛是指采用违规手段对

商品添加的甲醛。曾经有些不良商家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将甲醛当

作防腐剂和漂白剂使用，以延长食用

菌存储时间、防止食用菌腐烂，这些违

法行为确实给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带

来了不良影响。

不过，如今随着健康环保理念日渐

深入人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这种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了。根据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供生产

经营使用，以任何方式在食品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同

时，我国各监督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相关工作人员会对

市面上售卖的食用菌进行检测，对违规添加甲醛的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

除此之外，甲醛作为一种有特殊刺激气味的化合物，隐秘

性不强，很容易被普通消费者发现，现如今几乎没有商家甘愿

冒险以身试法，人为违规添加甲醛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在

上述视频中，从食用菌检测出来的甲醛基本可断定不属于外

源性甲醛。

生物代谢过程中或产生微量甲醛

既然不是外源性甲醛，那视频里食用菌中的甲醛只能是内源

性甲醛了。内源性甲醛是在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

目前，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在食用菌上发现其自身会根据自然

环境变化而产生微量的甲醛，例如日本学者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就

对香菇中的甲醛含量及其形成机理开展了研究。因此，近日许多

博主检测出食用菌含有微量甲醛也是正常的。

既然内源性甲醛是生物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并天然存在于

许多食物中，那么它们对人体是否会产生危害呢？

答案是不会。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食用菌产生的甲醛极少，并

且在吃之前，人们都会对其进行冲洗，其含有的甲醛极易溶于水，

很容易就被清洗掉了。

用试剂盒测蘑菇中甲醛含量结果可能不准

在上述视频中，多位博主都是用室内甲醛检测试剂盒来检测

食用菌甲醛含量的，不过这种检测方法存在测试漏洞。因为上述

试剂盒专门用于检测室内等特定空间内甲醛的含量，其在检测时

容易受温度、湿度和空气等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实验结果可能不

准确。

目前，检测食用菌中是否含有甲醛的方法主要有乙酰丙酮法

和柱前衍生化高效液相色谱法，这些检测方法都需要加入特定的

检测试剂并配合精密仪器才能完成检测，它们被各大科研院所和

监督部门广泛应用于食品检测。

除此之外，在“用室内甲醛检测试剂盒测试食用菌甲醛含量”

的风潮出现后，已有市场监督部门立刻跟进，进行了正规的甲醛检

测，并未发现食用菌甲醛含量超标的现象。因此，消费者只要是在

正规渠道购买食用菌，就无需过度担忧甲醛超标的问题。

两种方法帮你轻松去除甲醛

那么，消费者在购买食用菌时，该如何辨别是否添加了甲醛？

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贴近闻一下并仔细观察，如果食用菌有

刺鼻气味或颜色比正常食用菌颜色更白，就有可能添加了甲醛。

除此之外，消费者如果担心食用菌甲醛含量过高，可以用以下

两种方法将其去除。

首先，可以多用水浸泡、冲洗食用菌。甲醛是一种极易溶于水

的化合物，把食用菌购买回来后，可先用流水清洗，将其表面的杂

菌和化学农药去除干净，然后再将食用菌放入水中浸泡 10分钟。

其次，烹煮时务必使食用菌熟透。甲醛遇热容易蒸发，在烹饪

过程中，几乎所有甲醛都会挥发掉，因此只要食用菌熟透了，就不

会有问题。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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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贯穿城市的“大动脉”，每天将数百

万人输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近年来，自动驾

驶、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在地铁中得到普遍应

用，每天陪伴着我们的地铁正在变得更加智能、

更加便捷。

不久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通用型“车辆新型智能空调控制器”通过国家级权

威机构性能检测，未来将正式投入运营。该空调控

制器能够根据不同环境，实时智能调节车厢的温

度，始终确保车厢温度适宜，为乘客带来更加舒适

的乘车体验。

如果问地铁里的什么硬件系统对乘客的乘车

体验影响最大，空调系统一定榜上有名。总有乘客

反映地铁车厢中的空调忽冷忽热，这似乎是如今许

多地铁都会面临的“空调困境”。

解决这一难题前，我们要先搞清楚地铁空调系

统的工作原理。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科技

日报记者介绍，地铁列车每节车厢都配置了空调机

组，启动制冷模式后，冷风会经送风道向车厢内送

风。北京地铁车厢的目标温度范围通常为 24至 26

摄氏度。车厢内的温度传感器会对车厢的空调回

风温度进行实时监测。当温度超过目标温度，便会

启动制冷模式，并对温度进行追随控制以力求其保

持在目标温度范围内。由于地铁车厢内有出风口

和回风口，出风口一般被设置在列车座椅上方顶棚

格栅处。当空调开启制冷模式送风时，位于出风口

的部分乘客便可能会因为冷气还未与车厢内热空

气充分混合而感觉温度不适。

与此同时，不同时段的客流量不同，也会对空

调使用效果造成明显影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如在目标温度一定、空调出

风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地铁运行的高峰时段，较大

的客流量会使得空调制冷速度减慢，部分乘客便会

感觉车厢温度偏高；而平峰时段车厢内乘客较少，

空调制冷速度较快，部分乘客尤其是老人、小孩等

对温度较为敏感的人群便会感觉温度偏低。此外，

地铁在部分高架线路运行时，受到光照强度或大风

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车厢内温度比较不稳定，乘客

也可能会有忽冷忽热的感觉。

问题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这关系着每一位

乘客日常的出行体验。要破解这一难题，科技或许

是最好的帮手。不久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研发的“车辆新型智能空调控制器”通过国家权威机

构检测，为破解“空调困境”交出了一份科技答卷。

北京地铁面临的“空调困境”

北京地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援保障部创修

主管工程师任振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相比传统空

调控制器较为机械的控制方式，新型空调控制器的

智能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解决了当前空调系统中的

诸多“痛点”问题。

“这款空调控制器能够根据车厢内的温湿度、

拥挤程度等参数，实时计算出最佳的送风量，保障

在不同情况下，空调系统都可以自主进行灵活调

整，让车厢温度始终维持在较为舒适的范围内。”任

振余表示。

不仅如此，针对过去高架线路面临的地上、地

下温差大，空调系统反应不及时的问题，该空调控

制器同样进行了针对性设计。

“以往的空调系统不能提前判断列车身处地上

还是地下，这样会导致温度调控决策滞后，空调使

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任振余表示，新型空调控制

器能够与站点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提前获知站点信

息，在进入地上站点前便提前开启空调系统，加大

送风量，使得无论在地上还是地下，车厢内的空调

使用效果都能够保持一致，是当之无愧的空调“智

慧大脑”。

“智慧大脑”能够高效运行的前提，是要有足够

庞大的数据基础。

任振余表示，安装在车门上的探测器、车厢内

的摄像头就像是新型空调控制器的“眼睛”“耳朵”，

利用它们可以获知车厢内的人员密度，再把这些数

据输入空调控制器，控制器就可以计算出最佳的送

风量。

数 据 量 的 大 幅 增 加 ，需 要 通 信 能 力 的 同 步

提升。任振余表示，在采用新型空调控制器后，

过去车辆通信通常采用的多功能车辆总线网络

已经无法满足要求，车辆的通信方式被升级为

以太网。

从今年 2月启动研发，到 11月通过验证进入静

态测试阶段，研发团队仅用 9个月的时间便将该空

调控制器从想法变成了现实。接下来，该空调控制

器很快将“上车”开展动态测试。

“我们争取赶在明年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

将该空调控制器正式投入使用，努力给广大乘客带

来更舒适的出行体验。”任振余对此信心满满。

给地铁空调装上“智慧大脑”

事实上，早在此次研发新型空调控制器前，北

京地铁针对空调系统已开展多次技术创新，如加装

光等离子空气净化装置与空气质量智能监测终端，

改善空气质量，去除车厢异味；安装倍增风机，改造

各地地铁“黑科技”层出不穷

智能空调控制器可根据温湿度智能空调控制器可根据温湿度、、拥挤度等实时调节送风量拥挤度等实时调节送风量

明年北京地铁或将告别忽冷忽热明年北京地铁或将告别忽冷忽热

送风格栅，优化出风方向等。

不只是北京地铁，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多条地

铁线路广泛应用多种科技手段、大胆创新，给乘客

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出行体验。

比如，不久前开通的深圳地铁 14 号线便集

合了自动驾驶、刷脸过闸、无线充电等多项“黑

科技”。

深圳地铁 14 号线全线采用自动驾驶模式，最

高运行速度可达每小时 120公里，并应用了列车休

眠唤醒、障碍物以及脱轨检测、远程复位重投等多

项最新技术，可实现列车全时段全自动驾驶功能。

同时，配合全自动运行的信号系统，深圳地铁 14号

线能够有效提高线路运营效率和运输能力，缩短停

站时间和列车追踪间隔，进一步提高线路运行速

度、准点率。

除此之外，在便利出行方面，深圳地铁 14号线

所有车站的闸机均设置了人脸识别设备，乘客可享

受“刷脸”过闸服务带来的高效便利。除了能“刷

脸”过闸，针对“免票群体”深圳地铁 14号线还上线

了“刷手”功能。符合免费票卡政策的乘客，只需利

用自助票务处理设备的“掌静脉识别”功能绑定个

人信息，即可实现“刷手”过闸。

无论是看得见的硬件升级，还是看不见的软件

更新，科技正在悄悄改变着昼夜穿梭于城市之中的

地铁，我们的每一次出行也将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高效。

还有一周，就要到“双十二”购物节了，许多人

又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剁手”，一些人将“囤货”的

目标锁定在了牛奶上。

巴氏奶、高钙奶、零乳糖牛奶……目前市场上

销售的牛奶品种五花八门。最近，在网络上一种

名为“超滤牛奶”的产品悄然走红，相关厂家声称

其比普通牛奶更有营养，可以实现喝 1 瓶牛奶、吸

收 2倍营养。

所谓超滤牛奶，通常是指采用超滤技术生产

的牛奶产品。早在 2021年 9月，该品类牛奶就进入

了中国市场。

那么，什么是超滤技术？这种技术真的能够

让牛奶营养加倍吗？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像筛子一样分离出牛奶
的不同成分

“超滤技术是一种工业技术，其兴起于 20世纪

90年代，属于膜分离技术的一种。根据膜的孔径大

小，膜分离技术被分为RO（反渗透）、NF（纳滤）、UF

（超滤）、MF（微滤）四种类型。”天津科技大学教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乳品质量安全标准修订专家组

成员于景华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应

用于超滤技术中的超滤膜，是一种孔径介于微滤和

纳滤之间的一种膜，也是一种具有分离功能的多孔

膜，膜孔径为 1 到 100 纳米。利用超滤膜的拦截能

力，以物理截留的方式，可将溶液中直径大小不同的

物质分开，从而达到纯化和浓缩、筛分溶液中不同组

成成分的目的。膜技术常被应用在各种乳品生产加

工中，例如在除菌、提升蛋白质含量、降低乳糖含量、

脱盐、浓缩等工艺环节中。

“通俗地讲，超滤膜就像是一个筛子，利用不

同孔径的筛子，分离出直径大小不同的物质。相

关牛奶生产企业利用超滤膜，可以过滤掉分子直

径较小的乳糖、盐类等物质，同时保留了蛋白质等

分子直径较大的物质。”于景华介绍道，一般微滤

膜的孔径比超滤膜孔径要大，前者主要可以分离

出牛奶中的微生物，包括细菌及芽孢。借用此方

法，即便不经过高温杀菌处理，也可以达到消毒除

菌的效果。

经过超滤膜的牛奶，在去除了部分水和乳糖

后，相对于超滤前，其含有更多的蛋白质、钙和更

少的糖，营养物质被浓缩了，同时口感也更浓稠、

丝滑。

我国纯牛奶和鲜牛奶执行的生产标准分别是

《GB 2519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和

《GB 1964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

乳》，根据上述国家标准，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最低

应达到每 100 毫升 2.9 克。目前，市场上的牛奶蛋

白质含量通常在每 100毫升 2.9克到 3.6克之间，不

过经过超滤工艺的牛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每

100毫升 6克。

从这个角度来说，超滤牛奶的营养确实比普

通牛奶好一些，但是要想维持人体健康，仅靠高蛋

白质是不够的，还是要靠均衡的膳食。

超滤技术被广泛应用于
食品加工业中

超滤技术除了被应用在牛奶生产中，由于其

具有可在低温下操作、无相变、能较好地保持汁

液风味及营养成分、能耗低等优点，使其在食品

行业中的应用不断扩大。

超滤技术目前比较多地被应用于一些新型果

蔬汁饮料的生产中。比如西瓜汁经超滤技术处理

后，其主要营养成分糖分、有机酸和维生素 C的保

留率都高达 90%以上。同时除菌率可达到 99.9%以

上，不经巴氏高温灭菌，也能达到国家饮料食品的

卫生标准。

除了除菌外，超滤技术还可以被应用于果汁

的澄清。以桑葚汁为例，经过超滤澄清后，测定其

透光率可达 73.6%，且不会产生“二次沉淀”。此

外，超滤澄清法比化学澄清法更简单，果汁的品质

和风味也不会因澄清时带入其他杂质、杂味而有

所改变。

在制作茶饮料的时候，超滤技术能在保证在

茶澄清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茶中茶多酚、氨

基酸和咖啡因等有效成分，对色泽、香气和滋味的

影响不大，并且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保持茶的风味

物质。而且由于超滤过程是以压力作为驱动力，

不用高温加热，因此特别适用于对热比较敏感的

茶叶的澄清。

除此之外，在酿造工艺中，采用超滤技术，也

可以起到提纯、澄清、除菌等作用。

仅靠一张膜就让牛奶更有营养
——揭秘超滤牛奶里的“黑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