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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日 程

8月15日   星期二   全天

09:00-21:00 注册 地点：华天大酒店  一楼大厅

18:00-19:30 自助晚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

8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

08:00-09:00 注册 地点：华天大酒店  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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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 地点：华天大酒店  六楼会展厅

08:30-09:00

开幕式                                                                                                 语言：中文+英文+同声传译

主持人： 
赵    燕女士：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食品杂志社执行社长
北京市食品酿造研究所所长

08:30-08:40

开幕辞：
王守伟教授：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食品杂志社社长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08:40-08:55

欢迎辞：
吉林大学校领导

嘉宾致辞：
王喆巡视员：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

08:55-09:00 颁发《食品科学》和《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编委聘书

8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 地点：华天大酒店  六楼会展厅

09:00-12:00

大会综合报告一                                                                                 语言：中文+英文+同声传译

主持人：
刘瑞海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杂志总编
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美国康乃尔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

孙大文院士：
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科学院院士
《Food and Bioprocess Technology》创刊者、主编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教授

1 09:00-09:35

刘瑞海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杂志总编
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美国康乃尔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

通过膳食模式和生活方式预防癌症

2 09:35-10:10

孙大文院士：
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科学院院士
《Food and Bioprocess Technology》创刊者、主编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教授

深度冷冻技术与新鲜食品超低温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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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0-10:40

Fereidoon SHAHIDI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国际营养与功能食品学会（ISNFF）主要创办者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杂志总编
《Food Chemistry》杂志副主编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生物化学系研究教授

全谷物和豆类酚类成分、抗氧化特性
及潜在健康益处

4 10:40-11:10
Hamit KÖKSEL教授：

国际谷物科技学会（ICC）主席
土耳其哈斯特帕大学食品工程系教授

食品中功能成分——抗性淀粉

5 11:10-11:40

潘忠礼教授：
华美食品学会主席
美国农业部农业服务局西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与农业工程系
    教授
亚洲农业工程师协会副主席

来源于农业与食品加工废弃物增值新
产品及其营养益处

6 11:40-12:00 崔    红博士：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舌味觉分析系统的技术发展报告

12:00-13:10 午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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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星期三  下午  大会 地点：华天大酒店  六楼会展厅

13:30-18:35

大会综合报告二                                                                                 语言：中文+英文+同声传译

主持人： 
王进崑教授：

国际营养保健与功能食品学会会长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台湾中山医学大学前校长、杰出教授
国际生命科学学会台湾办事处主任
台湾营养学会名誉会长

谢明勇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南昌大学副校长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 13:30-13:55

谢明勇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南昌大学副校长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果蔬益生菌发酵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应用

2 13:55-14:20

王进崑教授：
国际营养保健与功能食品学会会长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台湾中山医学大学前校长、杰出教授
国际生命科学学会台湾办事处主任
台湾营养学会名誉会长

循证建议：通过营养均衡管理肥胖及
相关代谢性疾病

3 14:20-14:45

Klaus W. LANGE教授：
国际运动与营养学会主席
雷根斯堡大学实验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Movement and Nutri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主编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科学主编

饮食、生活方式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
碍的关系

4 14:45-15:10

邢新会教授：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副主任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生物化工研究所所长
《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主编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副主编

绿色大鲵健康生物产业发展的机遇与
挑战

5 15:10-15:35
孙璐西教授：

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名誉教授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总编

以美国人参萃残物进行灵芝之发酵培养

6 15:35-16:00

Perry K.W. NG教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系副主任
国际谷物科技学会（ICC）会士
美国国际谷物化学家学会（AACCI）会士

利用挤压技术改良植物成分使其应用
于食品中

16:00-16:10 茶    歇

7 16:10-16:35 王强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

花生茎叶提取物促睡眠活性物质鉴定
及作用机制研究

8 16:35-17:00
Byong Hoon LEE 教授：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理学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系教授
韩国MSC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研究所顾问

利用益生菌过量生产生物活性功能成
分

9 17:00-17:25

王    硕教授：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南开大学医学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于长余辉纳米发光材料的荧光生物
成像技术研究食源性益生菌生物体内
的代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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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7:25-17:50

Alexander GOSSLAU副教授：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理学（生物学）系
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生物学系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2种天然提取物具有抗2型糖尿病作用

11 17:50-18:15
Adel Fahmi AHMED研究员：

埃及农业研究中心园艺研究所药用与香料植物
研究部

埃及家黑种草种子药学研究

12 18:15-18:35 殷来所先生：
上海韵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食以色为先，论色泽的测试方法及光
致色变和质变研究

19:00-20: 30 欢迎晚宴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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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星期三  下午  大会 地点：华天大酒店  六楼国际厅

13:30-18:20

大会综合报告三                                                                                                             语言：中文

主持人： 
励建荣教授：

渤海大学副校长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

吴建平教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农业食品与营养科学系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浙江大学-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分子营养活性肽联合实验室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副主编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1 13:30-13:50
励建荣教授：

渤海大学副校长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

草鱼鱼皮来源的三种抗氧化肽的纯化
鉴定及抗氧化活性测定

2 13:50-14:10

吴建平教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农业食品与营养科学系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浙江大学-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分子营养活性肽
    联合实验室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副主编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鸡蛋卵转铁蛋白衍生肽IRW在血管紧
张素刺激下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调节
功能

3 14:10-14:30 王    钊教授： 
清华大学药学院药理学研究所所长

食品通过干预肠道菌群影响机体健康

4 14:30-14:50
陈锦强研究员：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FDA) 温彻斯特
    工程与分析中心

食品与环境中不同鼠伤寒沙门氏菌血
清变种的全球流行、耐药性及遗传多
样性

5 14:50-15:10

潘敏雄教授：
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
美国化学会会士
《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副主编

天然物预防肠癌形成的功效

6 15:10-15:30 徐志民教授：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营养与食品科学系

蝶豆花种子和花瓣化学成分 

7 15:30-15:50

陈    宁教授：
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运动诱导肌动蛋白介导代谢疾病的方
法与思考

15:50-16:00 茶    歇

8 16:00-16:20 庞广昌教授：
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

聚焦食品营养与免疫代谢

9 16:20-16:40
张芳荣教授：

高雄医学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研究所
高雄医学大学国际事务处副国际长

抗糖尿病植物新药前端开发：绿色制
程香椿萃取物

10 16:40-17:00

刘新旗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人类营养与高精尖创新中心
    首席科学家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蛋白质营养与中老年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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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7:00-17:20
李绍平教授：

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Journal Separation Science》副主编

中国产枸杞的质量评价

12 17:20-17:40 王明福副教授：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

酚类化合物对黑色素合成与降解的影
响及分子机理

13 17:40-18:00 程明川先生：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人如其食——基于高分辨质谱技术的
食品组学解决方案

14 18:00-18:20

徐宝军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食品
    科学专业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牧荆素和异牧荆素通过上游调控Keap1-
Nrf2-ARE表达保护氧化应激诱导细胞
凋亡、增强细胞自噬作用

19:00-20:30 欢迎晚宴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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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星期三  下午  大会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五楼春城厅

13:30-18:20

大会综合报告四                                                                                                              语言：中文

主持人： 
贾英民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刘景圣教授：
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

1 13:30-13:50

陈    卫教授：
江南大学副校长
国家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益生菌的健康效应及产业化应用

2 13:50-14:10
刘    箐教授：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食品安全中的微生物问题

3 14:10-14:30 贾英民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抗菌肽研究现状及其在食品安全中的
应用前景

4 14:30-14:50 刘景圣教授：
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

玉米食品品质变化机理研究与品质评
价体系构建

5 14:50-15:10 何元顺教授：
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苹果多酚（phloretin，根皮素）抑制
癌细胞二型葡萄糖转运受体之抗癌机
制探讨

6 15:10-15:30 张庆英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

基于活性成分的中药柴胡质量分析

7 15:30-15:50

袁其朋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海藻糖的酶法及生物合成

15:50-16:00 茶    歇

8 16:00-16:20
石    磊教授：

暨南大学食品安全与营养研究院院长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食品安全快速现场基因检测技术

9 16:20-16:40

肖建波教授：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特聘教授
《MLS Nutritio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主编
《Phytochemical Analysis》副主编
《Journal of Berry Research》副主编
德国洪堡学者

基于传统中草药的功能食品

10 16:40-17:00
王惠民教授：

台湾中兴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虾青素的生物精制：从生产到活性应用

11 17:00-17:20 孙桂菊教授：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

中国保健食品的发展及管理新政策

12 17:20-17:40 张峰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所长

食品中有害物软电离质谱裂解规律研
究

13 17:40-18:00

王彦波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食品质量安全工程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副主编

基于群体感应系统的大黄鱼特定腐败
菌Shewnella baltica腐败机制研究

14 18:00-18:20 董海芹编辑：
施普林格出版社化学副编辑

化学类期刊和书籍的出版

19:00-20:30 欢迎晚宴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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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分会场
  

8月16日  星期三  下午  大会 地 点：华天大酒店 五楼正阳厅

13:30-18:00 特邀分会场                                                                                                                   语言：中文
食品感官及营养分析仪器技术交流会

1 13:30-13:50 耿利华总经理：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品牌综述

2 13:50-14:10 耿利华总经理：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品推荐：日本QS-F肉品新鲜度
检测仪技术交流

3 14:10-15:10 崔    红博士：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INSENT电子舌味觉分析系统
检测原理及分析方法深度解析

4 15:10-15:40 李    轩高级应用工程师：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中国市售食品药品味觉分析
结果展示及应用经验交流

5 15:40-16:10 李    扬高级应用工程师：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AIRSENSE电子鼻应用技术交流

6 16:10-16:40 李    扬高级应用工程师：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FTC食品物性分析（质构仪）
检测方法及应用技术交流

7 16:40-17:40 姜大海高级应用工程师：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 JWP 、意大利VELP等食品营
养分析系列产品技术交流

8 17:40-18:00 北京盈盛恒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答疑

19:00-20: 30 欢迎晚宴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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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  分会场1 地点：华天大酒店  六楼国际厅

08:30-12:20

分论坛一：食品生物化学专题                                                                               语言：中文

主持人：
杜    明教授：

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汪少芸教授：
福州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1 08:30-08:50
杜    明教授：

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酪蛋白中抗凝血活性肽的鉴定及活
性机制研究

2 08:50-09:10 汪少芸教授：
福州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食品体系大-小分子复合体的存在和
加工过程自组装分子的形成与功效
研究

3 09:10-09:30
张国文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食物组分对功能性酶活性的抑制作
用及机理探讨

4 09:30-09:50 冯治洋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

功能宏基因组学发现新四环素抗性
基因研究

5 09:50-10:10
沈清武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定量乙酰蛋白质谱分析揭示蛋白质
乙酰化对宰后肌肉糖酵解具有重要
的调控作用

6 10:10-10:30

聂少平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Bioactive Carbohydrates and Dietary Fibre》
    副主编

复杂碳水化合物体外抗氧化能力的
物质作用基础

10:30-10:40 茶  歇

7 10:40-11:00 刘    源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养殖东方鲀滋味研究

8 11:00-11:20
林松毅教授：

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
辽宁省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活性虾仁抗氧化肽粉吸湿诱导特
异性风味物质的形成规律

9 11:20-11:40 卢元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无细胞合成生物技术：革新健康产
业的新兴工程策略

10 11:40-12:00 刘登勇教授 ： 
渤海大学肉品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所长

红烧肉咀嚼过程中咸味和鲜味的释
放规律

11 12:00-12:20 王成华副教授：
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体内源头辅助装配策略构建高产高
活性黄嘌呤脱氢酶/氧化酶细胞工厂
的研究

12:30-13:30 午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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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  分会场2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五楼春城厅

08:30-12:20

分论坛二：食品营养与免疫学专题（上）                                                                  语言：中文

主持人：
杨兴斌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院长
陕西省食品绿色加工与安全控制工程实验室主任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y》 主编

刘    健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1 08:30-08:50

杨兴斌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院长
陕西省食品绿色加工与安全控制工程实验主任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y》
     主编

功能水苏糖调控类黄酮吸收与代谢的
互作机制研究

2 08:50-09:10 马    静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

叶酸的健康效应

3 09:10-09:30 刘    健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

食品黄酮改善饮食诱导肥胖和胰岛素
抵抗的“免疫-代谢”机制

4 09:30-09:50

杨文婕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微量
    元素营养室副主任 
国家富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特聘专家

生物硒形态及其营养健康价值分类研究

5 09:50-10:10 康文艺教授：
河南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女贞花降血糖和减肥作用研究

6 10:10-10:30
郝利民教授：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军用食品
研究室副主任

特殊环境人群的不同营养需求

10:30-10:40 茶  歇

7 10:40-11:00 李    忠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STAT3在植物雌激素抑制去卵巢导致大
鼠体重获得中的作用

8 11:00-11:20

阚建全教授：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农业部农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实验室（重庆） 主任

花椒麻素对试验大鼠蛋白质合成与分
解代谢影响的机制研究

9 11:20-11:40 王玉明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新型活性脂质的营养健康研究

10 11:40-12:00 林河通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农产品产后技术研究所所长

龙眼果实的功能营养成分与产品开发
和综合利用

11 12:00-12:20 叶若兰博士：
台湾新竹县中兴国小校长

正向超越领导在学童营养午餐健康领
域的研究: 以一所国小为例

12:30-13:30 午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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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  分会场3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五楼正阳厅

08:30-12:20

分论坛三：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专题                                                                          语言：中文

主持人：
邹小波教授：

江苏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江苏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雷红涛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副主编

1 08:30-08:50

邹小波教授：
江苏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江苏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无损检测传感技术保障食品质量与营养

2 08:50-09:10
潘良文研究员：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转基因检测实验室主任

食品和饲料中动物成分实时荧光PCR
检测方法的国际协同实验

3 09:10-09:30

雷红涛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副主编

食品中化学残留物多目标免疫化学分
析技术

4 09:30-09:50 李灿鹏教授：
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大环超分子主客体识别原理的电
化学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食品相关成
分检测中的应用

5 09:50-10:10 裴世春教授：
通化师范学院食品安全工程中心主任

麦饭石对葡萄农药残留的吸附效果的
研究

6 10:10-10:30 张岩研究员：
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副院长

大数据在食品安全中的应用

10:30-10:40 茶  歇

7 10:40-11:00 孙春燕教授：
吉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荧光适配体传感器检测小分子食品有
害物和重金属的研究

8 11:00-11:20 王建华研究员：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验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动物源中农药残留残留量检测技术研究

9 11:20-11:40 陈全胜教授：
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安全快速无损检测研究

10 11:40-12:00 曹进研究员：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理化检测室主任

一种食品检测快速样品制备方法研究

11 12:00-12:20 陈    奕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

1H NMR结合化学计量学用于茶油的掺
伪鉴别

12:30-13:30 午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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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  分会场4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二楼潇湘宫

08:30-12:00

分论坛四：蛋品加工及营养功能专题                                                                         语言：中文

主持人：
刘静波教授：

吉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美湖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蛋品加工技术国家地方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农业部国家蛋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主任
亚洲蛋品协会主席

1 08:30-08:55

马美湖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蛋品加工技术国家地方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农业部国家蛋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主任
亚洲蛋品协会主席

揭开禽蛋营养的神秘面纱

2 08:55-09:20
迟玉杰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国家蛋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主任

中国蛋品研究的科学问题与加工技术
创新

3 09:20-09:45
徐明生教授：

江西省天然产物与功能食品重点实验室主任
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卵转铁蛋白酶解物免疫调节功能的研究

4 09:45-10:10 刘静波教授：
吉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现代食品产业发展新形势探索中
国蛋品加工新思路

10:10-10:20 茶  歇

5 10:20-10:45 景    浩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卵白蛋白-油酸复合物的制备及其对癌
细胞生长抑制作用的研究

6 10:45-11:10 陈红兵教授：
南昌大学中德联合研究院副院长

多酚氧化酶催化交联对卵白蛋白结构
与致敏性的影响

7 11:10-11:35
章建浩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包装研究所所长

蛋制品风味品质调控及涂膜保鲜包装
新产品研发进展

8 11:35-12:00 段 翔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鸡蛋孵化期间卵白蛋白分子结构及其
致敏性变化的研究

12:30-13:30 午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四楼长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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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  分会场1 地点：华天大酒店  六楼国际厅

13:30-17:40

分论坛五：食品微生物及分子生物学专题                                                                  语言：中文

主持人：
陈庆森教授：

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

陈文炳研究员：

福建出入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食品生物学分中心主任

1 13:30-13:50 陈庆森教授：
天津商业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

益生菌剂调控肥胖大鼠脂代谢机理的
研究

2 13:50-14:10

傅玲琳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食品质量安全工程研究院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副主编

对虾主要过敏原定量检测及其致敏反
应调控机制研究

3 14:10-14:30
陈文炳研究员：

福建出入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食品
    生物学分中心主任

多基因DNA条形码鉴定6个鳗鱼物种

4 14:30-14:50 陈    伟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基于核酸扩增技术平台的食品安全快
速检测新方法研究

5 14:50-15:10
董庆利教授：

上海理工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研究所
“沪江学者”特聘教授

酸化和渗透压条件下肠炎沙门菌预测
模型的构建

6 15:10-15:30 赵    勇教授：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

副溶血性弧菌生物被膜的形成与控制

15:30-15:40 茶  歇

7 15:40-16:00 孙庆申教授：
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双歧杆菌微胶囊制备及其降脂作用的
初步研究

8 16:00-16:20 郭    娜教授：
吉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抗细菌毒力蛋白及生物被膜化合物的
筛选及机制研究

9 16:20-16:40 张红印教授：
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拮抗酵母控制苹果采后病害的机制研
究

10 16:40-17:00 刘野副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

纳豆芽孢杆菌的筛选及其与纳豆风味
的相关性研究

11 17:00-17:20 鲁吉珂副教授：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外源胰蛋白酶存在下乳酸链球菌素抑
菌活性的保护

12 17:20-17:40 张辉副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

噬菌体裂解酶结构域重构及其裂解功
能分析

17:40-18:40 晚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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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  分会场2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五楼春城厅

13:30-17:40

分论坛六：食品营养与免疫学专题（下）                                                                  语言：中文

主持人：
王文君教授：

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魏兆军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Current Topics in Nutraceutical Research》副主编

1 13:30-13:50 王文君教授：
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青钱柳总黄酮对急性肝衰竭小鼠的保
护作用及其抗凋亡机制的研究

2 13:50-14:10 林秀坤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药理系

抗胰腺癌中药“酸酚胶囊”的实验研究

3 14:10-14:30 邓泽元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人参皂苷的结构修饰、抗癌活性及其
作用机理的研究

4 14:30-14:50
魏兆军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Current Topics in Nutraceutical Research》副主编

铜陵白姜姜酚的抗癌活性及机理

5 14:50-15:10

夏效东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
    安全与营养系系主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美食品安全联合研究中心
    副主任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
  （杨凌）副主任

尿石素A通过调节微小RNA-27以及
ERK/PPAR-γ通路从而缓解ox-LDL诱
导的内皮功能紊乱的研究

6 15:10-15:30 李卓玉教授：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院长

谷糠源抗炎功能分子：结合态多酚
（BPIS）

15:30-15:40 茶  歇

7 15:40-16:00 刘    雄教授：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TRPV1介导辣椒素调控1型糖尿病大鼠
血糖的机理研究

8 16:00-16:20 王静凤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参的营养和功效研究

9 16:20-16:40
方勇副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与粮食
    工程系主任

金属组学在食品安全与营养领域的应
用——从元素的总量到形态分析研究

10 16:40-17:00 余强副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

基于RNA-seq研究黑灵芝多糖对纯化T
淋巴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

11 17:00-17:20
朱科学助理研究员：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热带木本
    粮食作物研究中心副主任

菠萝蜜多糖理化性质及其免疫调节活
性研究

12 17:20-17:40 黄菲助理研究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荔枝果肉多糖的肠道免疫调节作用及
其机制研究

17:40-18:40 晚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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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  分会场3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五楼正阳厅

13:30-17:25

分论坛七：食品加工新技术专题                                                                                  语言：中文

主持人：
王    颉教授：

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

刘东红教授：
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院长
《CIGR Journal》副主编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Journal》副主编

1 13:30-13:55

刘东红教授：
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院长
《CIGR Journal》副主编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Journal》
    副主编

超声杀菌技术研究进展

2 13:55-14:20 王    颉教授：
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

红枣加工研究进展

3 14:20-14:45
曹崇江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应用化学系
    主任

跨境物流包装材料研制及其在农产品
贮藏保鲜中的应用

4 14:45-15:10
李杨副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哈尔滨市食品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

低酶体系大豆油酶法制取关键技术

5 15:10-15:35 韩富亮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

葡萄酒花色苷的吸收机制

15:35-15:45 茶  歇

6 15:45-16:10
丁甜副教授：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浙江大学食品加工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循环电解浓缩电位水的开发与应用研
究

7 16:10-16:35
李斌副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食品科学系主任
辽宁省农产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超高压辅助提取蓝靛果酚类物质的组
成及其活性机制研究

8 16:35-17:00

张彦军副研究员：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科技处
    副主任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产品加工
    研究室副主任

香草兰加工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

9 17:00-17:25 郑志强工程师：
军事科学院军需装备研究所

补充低聚糖或低聚肽对训练表现的影
响

17:40-18:40 晚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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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  分会场4 地点：华天大酒店  二楼潇湘宫

13:30-17:25

分论坛八：食品科学青年学者、博士专场                                                                  语言：中文

主持人：
刘    源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徐宝军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食品科学专业 
《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副主编

1 13:30-13:55

李 媛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北京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高精尖创新中心岗位
    科学家

食品生物大分子纳微载体在功能因子
递送中的应用

2 13:55-14:20 周庆新副教授：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海洋工程学院

酯化虾青素的消化吸收及稳定特性研究

3 14:20-14:45 李    梅讲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生物毒
性评价

4 14:45-15:10 李星博士研究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巴氏奶在贮藏过程中蛋白解聚/聚合作
用及其体外消化性研究

5 15:10-15:35 肖然博士研究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化学计量学技术的
有机大米鉴别研究

15:35-15:45 茶    歇

6 15:45-16:10  刘志刚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芝麻酚神经营养保护功能的发掘与分
子机制研究

7 16:10-16:35

荣辉助理研究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国家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
农业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水酶法提取微藻油及其DHA、EPA的
分离纯化研究

8 16:35-17:00 山    珊博士研究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桔梗抗氧化功能多糖的筛选及结构解析

9 17:00-17:25 高鑫博士研究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孔石莼多糖铁复合物的辐射防护作用
研究

17:40-18:40 晚  餐 地点：华天大酒店  四楼吉林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