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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2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议程（一） 

2022 年 12 月 22 日（周四）上午，地点：南京东郊国宾馆 紫荟楼-金桔厅(2 楼)+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和评委 

8:30-8:40 开场致辞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8:40-8:55 孕期膳食质量与子代先天性心脏病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杨姣梅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杨年红 教授 

8:55-9:10 农村母亲孕前 BMI 及孕期增重对儿童 1 岁时神经心理发育影响的队
列研究 陈玉蓉 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9:10-9:25 妊娠糖尿病营养及运动防治的证据等级评价：一项伞状分析 王丽君 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陈  倩 教授 

9:25-9:50 妊娠期血清胆固醇变化与产后高胆固醇血症的关系及孕期胆固醇参
考值范围：一项动态前瞻性队列研究 朱砚荻 首都医科大学 许雅君 教授 

9:50-10:05 孕期铁摄入与子代神经发育的关联研究 秦   蕊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光辉 教授 

10:05-10:20 孕期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评分与妊娠期糖尿病关联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陈   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张  琚 教授 

10:20-10:30 茶歇   陈平洋 教授 

10:30-10:45 高原育龄女性孕期膳食模式与新生儿旁氏指数关系的研究 汤   霄 青海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系 李  燕 教授 

10:45-11:00 中国部分孕妇水钠代谢与水合状态研究 谢臻城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00-11:15 应用调整的孕期膳食平衡指数评价孕妇膳食质量 李梦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1:15-11:30 基于路径分析的出生体重影响因素分析:孕期增重的中介效应 栗慧芳 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30-11:45 妊娠晚期孕妇铁代谢与子痫前期的关联性研究 金   瑾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45-12:00 孕中期健康饮料指数及其与糖代谢的关系研究 蓝敏艳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系  

12:00-12: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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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2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议程（二） 

2022 年 12 月 22 日（周四）下午，地点：南京东郊国宾馆 紫荟楼-金桔厅(2 楼)+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和评委 

12:30-12:45 疫情封控对广东广西农村孕妇生活方式的影响 石  喜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2:45-13:00 乳母膳食对母乳长链脂肪酸的影响及其与婴儿菌群的关联性研究 郗梦露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曾  果 教授 

13:00-13:15 中国适碘地区哺乳期妇女膳食碘分布及碘代谢状况分析 张  莹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3:15-13:30 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时间对 0~5 岁儿童 BMI 发育轨迹影响的研究 解金亭 徐州医科大学 苏宜香 教授 

13:30-13:45 唾液碘作为哺乳期妇女碘营养评价指标的研究 单  乐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杨振宇 研究员 

13:45-14:00 哺乳期碘代谢特点--乳碘和尿碘排泄规律研究 张  莹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童笑梅 教授 

14:00-14:10 茶歇   毛丽梅 教授 

14:10-14:25 12 月龄婴儿摄入富含优质蛋白食物种类及频次与过敏性疾病的关联
性研究 钟春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赖建强 研究员 

14:25-14:40 强迫进食的喂养行为与幼儿挑食关系的研究 毛  帅 北京大学医学部 武洁姝 副教授 

14:40-14:55 一项乳制品改善学龄前儿童膳食营养状况的模拟研究 李根圆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55-15:10 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提示儿童期身体质量指数对成人期代谢疾病/性状
的潜在因果作用 王鑫培 北京大学  

15:10-15:25 基于德尔菲法的婴幼儿营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陈思佳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5:25-15:40 中国 10 城市幼儿屏幕使用时间与喂养困难的关系研究 李  玭 北京大学医学部  

15:40-15:50 茶歇    

  



3 
 

 
中国营养学会 2022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青年学者论文报告会议程（三） 

2022 年 12 月 22 日（周四）下午-晚间，地点：南京东郊国宾馆 紫荟楼-金桔厅(2 楼)+线上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和评委 

15:50-16:05 中国学龄前儿童膳食质量、饮食行为和父母喂养方式与超重肥胖的关
系 岳芷涵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学系  

16:05-16:20 “垃圾食品-甜食”的膳食模式和“渴望饮料”的饮食行为增加儿童
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风险：一项病例对照研究 燕   武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科  

16:20-16:35 我国婴幼儿喂养指导服务现况研究 苏丹萍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6:35-16:50 苏北地区 0~36 月龄婴幼儿照护人营养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 王圆媛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盛晓阳 教授 

16:50-17:05 1 岁内婴儿血清胆碱及其代谢物水平与神经发育水平的关系研究 谭栩颖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7:05-17:20 江西省学龄前儿童家长工具型喂养行为及影响因素 章志红 南昌大学 游  川 主任医师 

17:20-17:30 茶歇   杨  蓉 主任医师 

17:30-17:45 海南省城乡小学生对饮奶知信行的现况研究 郭静悦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徐轶群 研究员 

17:45-18:00 父母总体健康生活方式与子代肥胖的关联研究：一项中国的前瞻性队
列研究 吕榕霞 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戴永梅 主任医师 

18:00-18:15 人乳骨桥蛋白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阮慧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衣明纪 教授 

18:15-18:30 母代甜菜碱摄入通过调节子代肠-肝-脑轴缓解 NAFLD 和认知功能下
降的机制研究 王丽君 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徐  秀 教授 

18:30-18:45 我国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刘梦文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8:45-19:00 肠道代谢物与妊娠期心脏代谢性疾病的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研究 姚梦馨 苏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9:00-19:10 资助方致辞 冯罡 博士 伊利母婴营养研究院  

19:10-19:20 总结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19:20 晚餐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