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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 中国食品科学学会授予我
年度科技创新奖———突出贡献奖。 我去发
了言。 激动之余， 内心也百感交集， 五味
杂陈。

从一个小作坊到如今在全国有多个工
厂的上市公司， 从每天以卖出几十斤面条
为荣到现在每年生产的面条以数十万吨
计； 从为饱肚子求生存到如今要担起挂面
行业发展的使命， 30多年间， 变化是如此
之大。

我无数次地问， 万种因缘中， 有哪几
个是不可或缺的。 我跟自己做选择题， 毫
不犹豫将科技创新选入其中。

静下来， 已过花甲之年的我， 思绪总
容易回到从前， 艰难的时代， 正是激情的
岁月。

记得第一次做面，一下锅就煮成糊糊；
第一次建成几十个平方米的简陋烤房，为
了找到温度、湿度、时长之间的最优组合，
大暑天每天多次仔细观察做记录， 大汗如
注浑然不觉；第一次买回切面机，为了解决
机子出现震颤造成面条容易断裂的“大师”
级问题，饭桌上可以发半天呆，半夜翻来覆
去，数着星星到天明……数不清的第一次，
其实都是一道道难关，一个个坎。

我脾气犟， 不绕弯子走。 不懂， 去学
去问， 动脑筋找师傅， 每过一关， 心得就
进一步， 就增添一份信心。

很多人甚至包括业内一些人认为， 老
祖宗留下来的做面手艺， 非常简单， 没有
什么技术可言， 从面粉到面条， 不过是一
个物理变化过程。 我最初也是抱着这样的
看法， 从而进入挂面行业的。 但进去了，
才发觉里面天地大得很 ， 物理变化的玄
机， 无穷无尽。 要让面条味道好， 面粉、
温度、 湿度、 烘烤时间、 方式等等， 在什
么情况下的组合， 才是最优的， 才能让面
条味道更好？

显然，老祖宗没有给出答案。特别是进
入规模化的工业生产， 简单的东西变得更
复杂，生产环境、质量控制、标准检测……
就是一个小小的包装， 因为面对的是易碎
品， 要做到环保无污染， 无不让人绞尽脑
汁。

挂面行业门槛低， 进入的人多， 竞争
惨烈， 但大多停留在对 “简单” 的原始理
解上， 不去探寻如何让简单的东西成为消
费者眼里不简单的美味。 我从小打小闹的
改革起， 逐步觉悟， 没有科技创新， 也一
定是一个平庸做面者， 可能走不出作坊，
走不到现在的地步。

目前， 克明面业在挂面生产领域先后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和新型适用性专利50
余项， 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其他的
小改革小创新不计其数， 这些都是我们在
遇到问题， 不绕弯子攻坚克难而得来的。

可以说， 是科技创新之光， 照亮了我
们前行的足迹， 引领我们不断前行。

公司做大上市后， 我最关心筹建自己
的研究院。 下大本钱， 招揽人才， 购买世
界上各种先进的分析实验设备。 我成立专
门的研究团队， 开始在分子水平上， 研究
面粉物理过程的变化， 以求让消费者享受
到更美味的面条。

近年我们研发的 “华夏一面”， 好像
是无巧不成书 ， 实际上是我们的科研团
队， 不懈探索的结晶。 惊人的发现， 少不
了因缘际会 。 这一个单品 ， 2000多次实
验， 偶然中有着十分的必然。 没有刨根问
底的科学精神， 是出不了这种 “创造” 型
成果的， 它代表着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是我们不断向上攀登的希望。

现在， 尽管我年纪有些大了， 但求知
的心一点不老。 我经常去一些高等学府听
课， 主动去找科研院所的教授们探讨食品
加工的课题， 近年来对日本稻盛和夫先生
的著作入迷， 学得十分认真。 要是听说与
挂面相关的新技术、 新成果、 新设备， 我
就一刻都坐不住， 无论是千山万水也必须
前去学习。 这些年来， 我跑了亚非拉美欧
数十个国家 ， 都是为食品事业和挂面产
业， 很多次在国外过关时， 老外看我提着
沉甸甸的不同种类的面条， 都十分好奇。
他们哪里知道 ， 我是要带回去学习研究
的。

热爱学习创新， 企业一定充满活力和
竞争力； 科技追求永不停步， 企业的光芒
一定更闪亮。

这是我艰难创业中的得出的 “大道”。

也许是偶然， 但必然往往产生于众多的偶然。 华夏一面的诞生， 可以诠释中国挂面行业领军人物陈克明是怎样去定义孜孜以求的———

“面痴” 的新发现
科技创新
照亮前行的路

李志林 周忠应

2016年元旦， 克明面业董事长陈克
明一大早就来到公司车间， 迎接上班的员
工。

寒风中， 他站在那里， 与大家握手寒
暄， 送去新年祝福。

“新年一开班， 董事长就与我们在一
起， 传递着美好的希望。” 公司一线职工
小刘说。

全球经济放缓， 国内经济增速下降，
宏观上复杂的大形势， 陈克明心里清楚。
新年第一天， 他要传达给每个职工信心与
希望。

“一个公司， 一个人， 这个时候是最
受考验的时候， 松树迎寒风而立， 强者克

艰难而生。 形势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手里
的东西过得硬， 做得扎实， 也许机遇之窗
正打开了。” 陈克明如此辩证地看形势。

2015年， 克明面业逆势而上， 挂面
销售量达到 36.6万吨， 比上年增长约
20%。

2015年10月20日， 陈克明被授予
“2015年度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
创新奖———突出贡献奖”， 以表彰其为推
动行业快速、 健康发展以及中国食品科
技、 产业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提升所
作出的重要贡献。 他是此行业里唯一获
奖者。

新的一年， 陈克明心里有底气， 来源
于公司“锦囊” 里有着丰富的内容。 30
多年来， 克明面业在挂面生产领域先后获

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和新型适用性专利50
余项， 近年来， 经历千辛万苦， 研发的挂
面干蒸工艺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这不仅是
任何一家国内做挂面的企业无可比拟的，
在世界挂面行业里也是开创性的。

干蒸工艺的发明， 让陈克明能放开手
脚， 经过不断完善， 陈克明推出的新品华
夏一面， 迅速占领市场， 成为高端挂面产
品的佼佼者， 去年销量达5000多吨， 正
带动公司挂面市场的升级换代。

做挂面， 看似简单， 但在陈克明心
里， 最简单的东西， 做好它是最不简单
的。

华夏一面的诞生， 可以诠释“面痴”
陈克明， 是怎样在孜孜以求中， 去定义自
己心中的不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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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酵：
期待成为超过10亿级的大单品

2014年， 干蒸工艺在长沙厂、 河南
遂平厂进行了规模化生产， 也因此诞生
了两个产品， 柔韧600和华夏一面。 尤其
是华夏一面面世后， 受到了消费者的青
睐。

2015年3月11日， 公司委托教育部科
技查新工作站 （Z11） 对挂面干蒸工艺机
理的研究进行了查新。 3月20日， 出具的
查新报告表明， 挂面干蒸工艺的研究填
补了国内外空白。 德国于1938年， 英国
于1944年先后开展过对淀粉进行干热处
理以制造物理变性淀粉的研究， 但至今
也没有此类研究。

华夏一面作为公司占领中高端市场
推出的高科技含量的新品， 对克明面业
的产品升级换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产品优势独具。

感官品质超常： 更加柔韧、 顺滑、
耐嚼。 体现在硬度提升50%， 面体表面
黏附性降低65%。 原因是干蒸工艺使蛋白
质发生热变性， 使挂面中的蛋白质发生
聚集， 导致麦谷蛋白含量增加， 为挂面
提供了更好的硬度， 使面条更加耐嚼；
蛋白质发生热变性后与淀粉黏合得更紧
密流畅， 使面条表面更加光滑， 面条在
煮的过程中， 减少了表面淀粉粒的溶出，
表面饱满， 从而使面条更加顺滑有弹性。

蒸煮品质更强： 更加耐煮耐泡， 且面
汤清澈， 体现在煮面时间为普通面条的2
倍以上时也不糊汤， 不断条。 原因为干蒸
工艺使面体中多层面片的间隙消失， 浑然
一体， 淀粉粒被紧紧包裹， 不易离开面体
进入水中， 加之干蒸工艺使面条中的淀粉
发生了物理改性， 使淀粉的膨润态势显著
降低， 从而提升面条的耐煮性。

健康品质优良： 缓慢消化淀粉含量
是普通面条的2.5倍， 即热量显著降低，
膳食纤维增加，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群食
用。 因为干蒸工艺使面条淀粉颗粒结晶
发生了部分改变， 使淀粉消化酶较难进
入， 从而减少了人体肠胃对淀粉的消化
利用。

储存品质优异： 不生虫， 不油哈， 耐
储藏。 原因是经干蒸工艺处理使面条表面
致密， 表面和面体空隙减少， 氧气很难进
入面体内， 油脂难以发生氧化哈败； 高温
使面条中的虫卵被杀灭而不生虫。

安全品质优秀： 干蒸工艺生产的面
条， 不产生任何有害身体健康的物质。

挂面行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
几乎没有重大的工艺创新， 所以尚无知
名大单品， 行业消费较为散乱。 在此格
局下， 克明面业适时推出“华夏一面”，
希望成为挂面行业的第一个超级单品。
华夏一面产品原材料均全部进口， 干蒸
工艺为全世界所独有。

在陈克明的心里， 这将是未来期望
成为超过10亿的大单品。 惊人的发现后，
也许就蕴藏着商机的无限。

在此项工艺研究过程中， 陈克明和公司
研究人员开展各种试验2000多次， 动物试验
就超过千多例， 最后证明， 这种工艺生产出
来的产品营养、 美味而健康。

试验成功了， 但要进入生产， 似乎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工艺摸索中涉及到产品的二次烘烤方式，
陈克明召集大家开会讨论， 将方式集中在挂
式与装框式。 为了验证哪种更好， 研发人员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熬守， 终于将挂式与装框
式的优缺点找到， 并且找到了最适合自动化
生产的挂式参数。

但此时挂式的干蒸烤房还没有安装调试
好， 框式的烤房已经完工， 可以进行试验。
于是， 研究人员立即赶到生产一线， 进行中
试试验。 不过，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首先是
温度难以上升， 更难以下降， 二是水分有很
大的损失， 面条的含水量降低较严重。

这些问题都成了阻碍前进的拦路虎。 陈
克明立马请来设备专家， 研究提高升温与降
温的方法， 解决水分丢失的难题。 通过引导
烤房中风的走向及大小， 通过设计改造框子
的形状及密封性等一系列的措施， 将障碍一
一排除。

当时给此工艺起名为干蒸， 也是一个非
常的意外。 看着面条在封闭的环境中， 一定
的温度与湿度下进行烘烤， 就好比北方蒸馒
头一样， 只是温度湿度不同， 相比蒸馒头，
这更像是干蒸， 因此起名为干蒸工艺。

偶然中发现出的好味道， 但理论上似乎
仍不清不白。 陈克明希望可以说清楚干蒸工
艺对面条品质影响的原因进行研究， 用理论
来更好的指导生产与实践。 2014年8月， 克明
研究院正式立项， 专门研究干蒸工艺的原理。

研究人员对干蒸挂面的蛋白质、 脂肪、 淀
粉及面筋中的麦谷蛋白、 麦醇溶蛋白从热力
学、 电镜扫描和分子学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并从不同角度解释低温干燥、 中温干燥和高温
干燥等传统工艺对挂面品质质量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 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会
发生热变性， 使醇溶蛋白分子发生延伸与麦
谷蛋白结合得更加紧密； 淀粉在加热过程中
因为水分含量的不同， 会发生一些变化， 如
糊化起始温度升高， 淀粉溶解度发生变化等
等。 无论蛋白质还是淀粉， 当他们的结构、
性质发生变化后， 均会使面条的品质发生变
化。

研究中发现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曲线，
即挂面干燥曲线， 挂面在干蒸过程中， 面条
的中心温度与对应此阶段每分钟吸收的热量
曲线。 此曲线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没有出现过，
在经典的理论中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却能全
方位地涵盖了传统挂面干燥内线。

2015年4月1日， 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对华
夏一面的干蒸工艺对挂面品质的影响研究开
展了专家鉴评会， 一致认为， 该研究对传统
挂面生产具有创新性， 其研究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是国际挂面干燥技术的一面旗帜。

偶然发现：
众里寻“她” 千百度

柔顺， 爽口、 劲道一直是挂面
行业的不懈追求， 但如何在物理条
件下， 达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陈克明一直在悄悄地追求着。

2008年， 陈克明领导的研究团
队为了研究挂面的防虫问题， 将一
批面条放置在面条烘烤房中， 进行
高温烘烤的破坏性试验。

在温度、 湿度和烘烤时间中，
反复琢磨， 不断调整其中的任何一
个参数， 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后， 克
明面业的科研团队选择了一种“组
合模式”， 将面条从烤房中取出，
储藏一段时间以验证面条是否会减
少生虫。

此时， 南方正处于从炎热的8、
9月过渡到阴雨湿冷的秋冬季节。
当试验经过几个月完成后， 试验人
员发现这些面条基本上都没有生
虫， 而对比试验中， 没有经过处理
的面条则或多或少出现了生虫现
象。

试验让陈克明非常鼓舞， 但他
想， 这种处理方法是否会使面条的
口感变差、 品质降低呢？ 带着疑
虑， 他和科研人员品尝了面条， 却
意外惊喜地发现， 面条的弹力韧性
异常的好。 难道这是异常品质？ 他
们又一口气品尝了好几包面条， 得
出来的都是相同的结果： 味道好，
韧劲强！

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决
定再做几批样品， 看看是否依然能
够达到此种口感效果。 结果是不言
而喻的。 用完全物理的方法， 不仅
减少虫子的产生， 更发现了很不一
般的味道。

众里寻“她” 千百度。 这让在
挂面行业见多识广的陈克明大喜过
望。 他说， 虽然这还只是试验， 但
这种喜悦对他来说， 不亚于哥伦布
发现了新大陆。

2011-2014年， 公司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进行工艺的研究， 并运
用到生产中。 通过4年多时间的不
断攻关， 不断试验、 改良， 华夏一
面在市场横空出世。

克明面业现代化加工车间。 （本文图片由周忠应提供）

潜心研究： 2000多次试验只为华夏一面

陈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