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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五常大米的地道香味

本报联手权威机构 光谱技术检验

辨别优劣 确保五常大米品质

咨询电话：
024-96006 150元/袋（20斤）

请您到惠生活实体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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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朱湘宁说，此次检测选用了六种大
米，长粒香、标准稻花香、鸭稻米、酵素稻花香、混合
大米和普通大米。根据平均光谱曲线图所示，可以
看出，劣质大米的反射率强度比稻花香大米高。

大米的光谱主要受到内部组成成分影响，包括
水分、蛋白质、直链淀粉、支链淀粉、总淀粉等。稻
花香大米中可能富含淀粉，而其含量和大米颗粒的
透明度有直接的关系，导致稻花香的总体反射要低
于其他大米。

A长粒香 B标准稻花香
C鸭稻米 D酵素稻花香
E混合大米 F普通大米

六种大米平均光谱曲线

中国是大米生产量和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
一，大米更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
含有许多营养物质，如蛋白质、直链淀粉等，具有
健脾养胃、益精强体的功能。根据产地、品种分
类，大米的类别很多，它们色泽、香味、品质不同，
价格也不同，所以有些商贩在大米销售时以次

充好，从中获利，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
者的利益。如果您购买并食用了掺假的大米，
轻则是影响到大米食用时的口感，严重的话，也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五年以来，惠生活全体工作人员通过不懈
努力，只为带给辽沈晚报读者最正宗的五常大

米，而为了让您更了解我们挑选的五常大米，本
报联手权威机构北京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曾先后为国内的权威研究机构、著名大
学和政府监测部门提供大量国际领先水平的仪
器，我们共同通过先进的高光谱分析技术，带您
看看大米之间的区别。

为什么采用高光谱分析技术鉴别大米？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米良莠不齐，有时候很

难通过人为方式判断优劣，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通
过技术手段检测其是否掺假等情况。

传统的检测手段基本是基于人为感官判断或
者基于人工化学分析方法。人为感官判别需要检
测人员极丰富的经验，通常失误率较高；而一些增
加香料的情况会使人工鉴别大米更加困难。人工

化学分析检测方法虽能较精确检测出物质之间内
部成分差异从而进行辨别，但是费时费力。

于是，高光谱分析技术就派上用场啦！这种技
术是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的无损检测技术，其可包
含每个样品的全部光谱信息，已经在国内外农副产
品检测中有了少量应用。惠生活此次就是联合权威
机构，将高光谱技术应用于大米的品质检测中。

我们的大米来自五常核心产区

我们的五常大米产自小山子镇，那里周边没
有任何排污工厂，拥有富含矿物质的优质水源。

卢勇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小由说：
“我们这里有龙凤山水库，水库里的水都是从山
上流下来的天然水，更有利于水稻的积温。”

小山子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在一个山坳里，因
此形成了良好的小气候，这样的条件在五常地区
可谓是数一数二的。

结果仅对此次
检验标本负责

惠生活实体店地址：
沈阳市北三经

街 17号，沈河区工
人文化宫北行 100
米，沈阳北大中医院
对面。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那报
道 明年1月5日零时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本次调图将新增客运力量，计划增开旅客列
车38对，调整运行区段20对，调整运行经由1对，
我省将增加大连、丹东等地至齐齐哈尔高铁，开
行北至牡丹江、绥芬河高铁，新增沈阳、大连至佳
木斯高铁，新增开沈阳至连云港高铁列车。

届时，还将有两条新线路投入运营，京沈高
铁辽宁段与新通高铁均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但
是具体开通运营日期以实际公布日期为准。

【京沈高铁辽宁段】
沈阳至承德、朝阳等首开高铁

在京沈高铁承沈段动车开行方案中，新增
高速动车组列车 12 对，其中直通 3 对、管内 9
对。具体为：沈阳南～承德南G3702/1次；沈阳
北（沈阳）～承德南 G3704/3 次；大连北～承德
南 G3721/4 G3723/2 次；沈阳南～牛河梁 1.5
对：G8151、G8152/3 次；大连北—朝阳 0.5 对：
G8157/60次；沈阳（南、北）～朝阳3对：G8161-
G8166 次；沈阳（南、北）～阜新 4 对：G8171-
G8178次；沈阳北～阜新1.5对：G8171、G8178/7
次；沈阳～阜新1对：G8174、G8175次。

此外，新增高速动车组周末线1对：沈阳北～牛河
梁G8192/1次。新增高速动车组高峰线2对：沈阳南
～承德南G4322/1次、沈阳南～牛河梁G9152/1次。

【新通高铁】
沈阳、大连等将有至通辽高铁

在新通高铁动车开行方案中，新增大连北
～通辽 1 对：G8147/6/7 G8148/5/8 次；新增沈
阳南～通辽 3.5 对：C1102/3、C1108/5、C1110/
1、C1112/09、C1114/5、C1124/1、C1140/37 次；
新增沈阳北～通辽 1.5 对：C1116/3、C1118/9、
G8132/3 次；新增沈阳～通辽 2.5 对：C1104/1、
C1106/7、C1120/17、C1122/3、C1138/9次。

此外，还将新增沈阳～通辽周末线 1 对：

C1134/5 C1136/3次。
新增哈尔滨西～通辽G4318/9 G4320/17次。
延长0.5对：沈阳—长春G8031次改为通辽

至长春西间运行，车次改为G8134/1次。

【哈牡高铁】
开行北至牡丹江、绥芬河高铁

近期，在东北高铁网中还将新开通哈牡高
铁 等 新 线 路 ，新 增 长 春 西（长 春）～ 牡 丹 江
D119/20 次动车组列车，今后辽宁居民可以乘
坐高铁到黑龙江的北部地区。

新增大连北～牡丹江 G4121/2次高速动车
组高峰线。大连北～哈尔滨西G707/16次延长
至牡丹江终到、始发。

哈尔滨西～大连北 G714/7 次延长至绥芬
河始发、终到。

哈尔滨西～吉林 G892/3 G898/5 次，延长
至牡丹江始发、终到。

哈尔滨西～北京南 G394/3 次延长至牡丹
江始发、终到。

【哈齐高铁】
新增大连等地至齐齐哈尔高铁

在哈齐客运专线动车开行及调整方案中，
大连北～哈尔滨西G711/22次延长至齐齐哈尔
南终到、始发。丹东～哈尔滨西G788/5 G786/
7次延长至齐齐哈尔南终到、始发。

吉林～哈尔滨西G894/1 G896/7次延长至
齐齐哈尔南终到、始发。

新增齐齐哈尔南～大连北 G766/5 次高速
动车组列车。

哈尔滨西～郑州东G1262/3 G1264/1次延
长至齐齐哈尔南始发、终到。

【哈佳线】
新增沈阳、大连至佳木斯高铁

在哈佳线动车开行及调整方案中，新增大

连北～佳木斯G771/2次高速动车组列车。
新增长春（西）～佳木斯 D121/2 次动车组

列车。
哈尔滨西～大连北 G718/23次延长至佳木

斯始发、终到。
哈尔滨西～沈阳北 G752/3 次延长至佳木

斯始发、终到。
北京～齐齐哈尔南D25/6次运行区段调整

为北京～佳木斯。

【其他线路】
新增开沈阳至连云港高铁列车

除了东北地区新开线路和增加列车之外，在
其他线新增开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增开沈阳～
连云港G2630/1 G2632/29次高速动车组列车。

增开沈阳北—大连北G8066次。
增开沈阳～丹东D7641/2次。
增开丹东～大连北D7720/19次。
增开北京～秦皇岛T5687/8次特快旅客列车。
增开通辽～山海关 K7340/39 次快速旅客

列车。
增开图们～鹿道4345/6次普快旅客列车。

【这些列车运行区段有调整】
沈部分进京高铁动车改为沈阳
南站始发终到，但均中停沈阳站

沈阳地区列车运行区段调整主要是沈阳至
北京（南）、长春、枣庄（济南西）的部分动车高铁
的沈阳地区始发终到站调整至位于浑南区白塔
堡地区的沈阳南站。但是列车从沈阳南站始发
后都会中停市区的沈阳站或沈阳北站。

具体为：沈阳～北京南G238/7次改为沈阳
南始发终到。

沈阳～北京D2/1次改为沈阳南始发终到。
沈阳北～北京 D10/D3 次改为沈阳南始发

终到。
沈阳～北京D14/3次改为沈阳北始发终到。
沈阳北～长春G8033/4次改为沈阳南始发终到。

大连～沈阳北G8049/54次改为沈阳终到始发。
丹东～沈阳北D7604/11次、D7614/23次改

为沈阳终到始发。
北京南～沈阳 G220/19次改为沈阳南终到

始发。
北京～沈阳北D17/8次改为沈阳南终到始发。
枣庄（济南西）～沈阳G4266/7 G4268/5次

改为沈阳南终到始发。
此外，在长春地区部分列车改为长春西站

始发终到，到长春换乘的乘客需要注意别走错
车站。

具体为：长春～上海虹桥 G1256/7 G1258/
5次改为长春西始发终到。

长春～北京D24/3次改为长春西始发终到。
大连北（大连）～长春 G8005/12 次改为长

春西终到始发。
长春～珲春（延吉西）C1003/20次改为长春

西始发终到。
长春～延吉西 C1005/24 次改为长春西始

发终到。
珲春—长春C1022次改为长春西终到。
长春～延吉西C1051/4次（周末线）改为长

春西始发终到。
长春—吉林C1203次改为长春西始发。
另外，吉林—丹东 G8104/1 次调整为长春

始发。乌兰浩特—长春Z5002次调整为白城始
发。吉林～白河 K7388/9 K7390/87 次调整为
白城始发、终到。

【停运车次】
沈阳至齐齐哈尔部分特快停运

新列车运行图实施后，沈阳北～齐齐哈尔
T311/2 次停运。图们～牡丹江 2167/8 次停
运。大连北～山海关 G8085/8 G8087/6 次停
运。沈阳～丹东D7653/4次（周末线）停运。长
春—吉林 C1247 次停运。沈阳（北）～阜新南
T5309-T5318 次 5 对列车停运。长春～吉林
K7371/2次停运。沈阳～通辽K7456/7 K7458/
5次停运。

明年1月5日 沈铁实施新运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