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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1 妇幼营养学术年会 
2021 年 12 月 9-11，江西南昌 

 
指导单位：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主办单位：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学龄前儿童分会 
承办单位：江西省营养学会、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协办单位：各省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 
 
 

会议地点：南昌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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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板块指引 

日  期 时  间 板 块 内 容 地 点 

12 月 8 日 （周三） 12:00-21:00 报到（青年学者、资源调查会参会人员） 酒店大堂 

 9:00-17:00 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 保利厅 B 
12 月 9 日 

 13:30-17:00 《中国孕产妇营养与健康科学调查》项目工作进展汇报及工作交流会 
望湖厅 

（周四） 19:00-20:30 雅培母乳专研院中国母乳研究项目成果分享会（企业自办） 

 8:00-21:00 报到（主论坛参会人员） 酒店大堂 

 8:30-9:00 开幕式  

 9:00-12:00 大会: 学术报告 保利厅 A+B 

12 月 10 日 13:00-17:00 大会: 学术报告  

 8:30-17:30 板报展示，19:00-20:00 集中交流（论文作者出席） 板报展区 

（周五） 8:30-17:30 企业展览 保利厅 C 

 12:00-13:00 支持单位答谢仪式 + 支持单位线上展播 望湖厅 

 19:00-20:00 江西省营养学会理事会会议 保利厅 A+B 

 18:00-20:00 美好蕴育（润康）卫星会（企业自办） 望湖厅 

12 月 11 日 8:00-17:00 大会:学术报告 保利厅 A+B 

 8:30-15:00 板报展示，12:20-13:00 集中交流（论文作者出席） 板报展区 

（周六） 8:30-17:00 企业展览 (12:00-13:00 支持单位线上展播) 保利厅 C 

12 月 12 日 （周日） 9:00-11:30 伊利母婴营养科学院专题会议（企业自办） 保利厅 A+B 

会议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湾大道 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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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1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议程 

2021 年 12 月 9 日（周四），地点：南昌保利皇冠假日酒店保利厅 B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9:00-9:10 开场致辞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9:10-9:30 讲座：数据收集和处理 张彩霞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盛晓阳 教授、曾果 教授 

 9:30-10:30 论文报告 (7 个)    

 10:30-10:40 茶歇    

 10:40-11:00 讲座：如何撰写和投稿论文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杨年红 教授、张彩霞 教授 

 11:00-12:00 论文报告 (7 个)   

 12:00-13:00 午餐时间    

 13:00-13:20 如何撰写和制作大会交流版报 李倩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13:20-14:30 论文报告 (8 个)   罗小琴教授，张国雄研究员 

 14:30-14:50 达能营养基金介绍 张国雄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达能营养中心  

 14:50-15:00 茶歇    

 15:00-15:20 Nutrients Introduction & Editorial Procedure 王金糖 责任编辑 Nutrients Editorial Office  

 15:20-16:10 论文报告 (6 个)    

 16:10-16:30 MCN submission and peer-review process Victoria Hall Moran, Associate 
Professor 

Maternal and Infant Nutrition and Nurture Unit, 
Brook Building,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Preston, UK 

衣明纪 教授, 戴永梅主任 

 16:30-16:40 资助方致辞 冯罡 博士 伊利母婴营养研究院  

 16:40-17:20 论文报告评选结果和颁奖 盛晓阳 教授等  盛晓阳 教授 

 17:20-17:30 总结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7:30 晚餐时间    

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评委：盛晓阳、张彩霞、杨振宇(线上)、张国雄、戴永梅、韩艳萍，罗小琴，秘书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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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1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议程 

2021 年 12 月 10 日（周五），地点：保利厅 A+B 
8:15-8:30 安全宣讲：消防安全教育、会场疏散指导、防疫规则提示 公安局部门相关、酒店安全员等 会务人员主持 

直播   08:30-09:10   开幕式: 欢迎词(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汪之顼教授)，向苏宜香教授颁发荣誉主任委员聘书 
领导致辞：妇幼营养分会荣誉主任委员苏宜香教授，江西省营养学会理事长邓泽元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建明院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陈永祥理

事长、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厉梁秋副会长，中国营养学会杨月欣理事长 

罗小琴 教授 
衣明纪 教授 

序号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 9:10-9:30 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解读 陈永祥 理事长 中国学生营养健康促进会  

 9:30-9:50 Breast feeding and COVID （在线报告） Prof. Rafael Pérez-Escamilla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 曾  果 教授 

√ 9:50-10:20 伊利专题报告: 母乳研究进展与婴幼儿喂养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赖建强 研究员(线上) 

 10:20-10:30 问题与回答    
 10:30-10:40 茶歇    

√ 10:40-11:00 中国孕妇碘营养状况及青年人膳食碘需要量研究 杨晓光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杨年红 教授 

√ 11:00-11:20 生命早期营养与免疫系统发育 毛萌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毛丽梅 教授(线上) 

√ 11:20-11:40 惠氏专题报告: 母乳活性成分的研究进展及创新应用 邵洁 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 11:40-12:00 中国母乳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在线报告） 赖建强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汪之顼 教授 

 12:00-12:20 问题与回答   陈倩 教授(线上) 
 12:20-13:00 午餐时间    

√ 13:00-13:20 注册营养师职业认证的意义 杜松明 研究员 中国营养学会  

√ 13:20-13:50 Food allergy an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食物过敏与神经发育疾病 徐桂凤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汪之顼 教授 

√ 13:50-14:10 雅培专题报告:《妇幼保健机构儿童营养与体格生长门诊服务指南》专业解读 王惠珊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陈平洋 教授(线上) 

√ 14:10-14:40 菲仕兰专题报告: 3 岁+儿童乳品的营养洞察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4:40-15:00 问题与回答    
 14:40-14:50 茶歇    

√ 15:00-15:20 
Maternal Obesity and Diabetes: Health Impact on Offspring Outcom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revention Through Nutrition/母亲肥胖和糖尿病: 对子代的健
康影响和可能的营养干预 

包巍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盛晓阳 教授 

√ 15:20-15:40 儿童肥胖的孕期和生命早期风险因素探索（在线报告） 郑钜圣 教授 西湖大学 杨振宇 研究员(线上) 

 15:50-16:20 达能纽迪希亚专题报告: 中国 0-6 岁婴幼儿喂养和膳食调查 丁叶 博士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汪之顼 教授 

 16:20-16:30 问题与回答    

 16:30-16:50 中国孕妇及乳母营养素养评价工具的建立及应用（在线报告） 许雅君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戴永梅 主任医师 

√ 16:50-17:10 孕期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子代过敏性疾病作用 蔡莉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光辉 教授(线上) 

 17:10-17:50 问题与回答    
 17:50- 晚餐时间    
 18:00-20:00 卫星会：美好蕴育(润康)卫星会（企业自办，需受邀参加） 
 19:00-20:00 板报集中交流（论文作者出席） 全体论文作者  李倩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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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1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议程 
2021 年 12 月 11 日（周六），地点：保利厅 A+B 
序号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8:30-8:50 孕期营养保健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在线报告） 杨慧霞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8:50-9:10 妇幼营养人群研究方法 李燕 教授 昆明医科大学 张琚 主任医师 

 9:10-9:30 膳食纤维对生命早期神经营养的调节 刘学波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游川 主任医师(线上) 

 9:30-9:50 佳贝艾特专题报告: 乳脂肪对婴幼儿早期大脑发育的影响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汪之顼 教授 

 9:50-10:10 国内外婴儿配方奶粉中营养成分的比较与分析 邓泽元 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蓉 主任医师 

 10:10-10:30 问题与回答    
 10:30-10:40 茶歇    

 10:40-11:00 HMO 对新生儿肠道微生态及免疫应答的调节作用 李明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  

 11:00-11:20 中国母乳结构脂 OPL、LPL 和 OPO 的营养价值的评价 李静 教授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 邓泽元 教授 

 11:20-11:40 合生元专题报告: 乳桥蛋白 LPN 对婴幼儿健康生长发育的作用 张玉梅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徐群英 教授 

 11:40-12:00 益生菌的安全性及功能性评价方法和发展现状 何国庆 教授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12:00-12:20 问题与回答    
 12:20-13:00 午餐时间，板报集中交流（论文作者出席）   李婧 博士 

 13:00-13:20 早产儿母乳喂养与母乳强化剂 朱建幸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邵  洁 教授 

 13:20-13:40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母乳使用专家共识》解读 曹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童笑梅 教授(线上) 

 13:40-13:55 产科护理领域母乳喂养促进经验分享（在线报告） 刘芙蓉主任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13:55-14:05 产科护理母乳喂养促进效果研究 孙永叶 教授 青岛大学医学院 苏宜香 教授 

 14:05-14:30 母乳喂养促进圆桌讨论会 苏宜香 教授、朱建幸 教授、刘芙蓉 主任(在线)、孙永叶 教授、汪之顼 教授   

 14:30-14:50 美赞臣专题: 婴配新国标修订中母乳数据应用及实践 韩军花 研究员 美赞臣研发中心  

 14:50-15:00 问题与回答    
 15:00-15:10 茶歇    

 15:10-15:30 中国注册营养师管理现状 王晓黎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秘书处  

 15:30-15:40 注册营养师成长与发展经验分享（一） 张艳霞 主管护师、注册营养技师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   汪之顼 教授 

 15:40-15:50 注册营养师成长与发展经验分享（二） 刘小阳 主治医师，注册营养师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妇女营养门诊 徐轶群 研究员 

 15:50-16:10 美好蕴育(润康)《围产医务人员跨专业学习激励计划》 夏虹 女士 山西美好蕴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6:10-16:30 孕期妇女营养：理想与现实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张彩霞 教授 

 16:30-16:50 问题与回答   徐  秀  教授(线上) 

 16:50-17:20 论文报告和版报交流评选结果宣布及闭幕环节   杨年红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