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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2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议程 
2022 年 12 月 23 日（周五），地点：南京东郊国宾馆  紫熙楼-中山厅+线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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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门相关、酒店安全员等 会务人员主持 

开放直播   08:30-09:1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妇幼营养分会荣誉主任委员苏宜香教授，江苏省营养学会钟才云名誉理事长，南京医科大学胡志斌校长(视频),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厉梁秋副
会长，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陈永祥理事长,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冯少东副主席, 中国营养学会韩军花秘书长 

罗小琴 副教授 
周  明 副教授 

序号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9:10-9:35 婴儿配方食品可选择成分-科学与现状 韩军花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研究院 汪之顼 教授 

 9:35-10:00 从历史人文和心理角度审视人类膳食与生命早期喂养的问题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赖建强 研究员 

 10:00-10:30 伊利专题报告: 婴儿配方粉的演变与发展 周  鹏 教授 江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杨年红 教授 

 10:30-10:45 茶歇(15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0:45-11:10 肠脑轴与营养：对儿童代谢及生长发育的影响 毛萌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1:10-11:40 奶酪博士专题报告: 奶酪对母婴人群的健康促进作用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盛晓阳 教授 

 11:40-12:00 佳贝艾特专题报告: 乳蛋白消化吸收及致敏性的研究 周  鹏 教授 江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曾  果 教授 

 12:00-12:20 问题与回答 (20 分钟)    

 12:20-13:00 午餐时间 (分发盒饭) (40 分钟,赞助企业视频)    

 13:00-13:25 婴幼儿喂养状况调查报告解读 武洁姝 副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3:25-13:45 《中国婴幼儿喂养状况白皮书》发布及解读会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赖建强 教授 

 13:45-14:10 以发育行为的视角评估儿童饮食行为 金星明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陈平洋 教授 

 14:10-14:40 母乳科学研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赖建强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汪之顼 教授 

 14:40-14:50 问题与回答(10 分钟)    

 14:50-15:05 茶歇 (15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5:05-15:25 母婴人群食品中菌种的管理及应用 梁  栋 副研究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15:25-15:55 家庭微生态圈与健康 王  欣 教授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苏宜香 教授 
 15:55-16:25 菲仕兰专题报告: 母乳成分在婴幼儿多重联合免疫中的作用及机制 曾  果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李  燕 教授 

 16:25-16:55 喝牛奶不适，就要回避牛奶吗？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汪之顼 教授 

 16:55-17:10 茶歇 (15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7:10-17:35 品味历史：中国农业遗产与健康生活漫谈 卢  勇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17:35-18:00 民以食为天：吃好与好吃的科学思考 朱大洲 教授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18:00-18:20 问题与回答   李光辉 教授 

 18:30-19:30 晚餐时间 (60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9:30-21:00 专题会（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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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2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议程 

2022 年 12 月 24 日（周六），地点：南京东郊国宾馆  紫熙楼-中山厅+线上直播 

序号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8:30-8:50 儿童食品安全的评价 张立实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8:50-9:10 回应式喂养：机制、健康影响及评价 马冠生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邵  洁 教授 

 9:10-9:40 乳脂球膜和乳铁蛋白最新研究及应用进展 苏宜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徐  秀 教授 

 9:40-10:00 惠氏专题报告: 母乳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对婴儿免疫功能的影响 冯  一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营养科 汪之顼 教授 
 10:00-10:10 问题与回答 (10 分钟)    
 10:10-10:30 茶歇(20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0:30-11:00 好的脂肪在婴幼儿营养吸收中的重要性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毛丽梅 教授 

 11:00-11:20 不同叶酸/HCY 代谢状态孕妇的叶酸营养管理 刘燕萍 主任医师 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 许雅君 教授 

 11:20-11:50 有机食品：从理念到母婴食品 李  玲 主任医师 山东省齐鲁儿童医院营养科/儿保科  汪之顼 教授 

 11:50-12:00 问题与回答 (10 分钟)    

 12:00-13:00 午餐时间 (分发盒饭) (60 分钟,赞助企业视频)    

 13:00-13:30 孕前及孕期健康生活管理促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杨慧霞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母体代谢性疾病的  

 13:30-13:55 雅培卫星会：GDM 的营养管理 戴永梅主任医师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13:55-14:15 农村妇女孕中、晚期膳食质量对儿童满 1 岁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 李  燕教授 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戴永梅 主任医师 

 14:15-14:25 惠氏专题报告: 孕期不同微量营养素对妊娠结局影响的研究进展 窦  攀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临床营养科 陈   倩 教授 

 14:25-14:55 孕期膳食与儿童发育 林  苑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汪之顼 教授 

 14:55-15:20 圣桐专题报告：早产儿母乳喂养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韩淑萍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15:20-15:30 问题与回答(10 分钟)    

 15:30-15:50 茶歇 (20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5:50-16:10 孕期体重增重标准解读 杨振宇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健康所  

 16:10-16:40 孕期体重管理的国际进展 Prof. Gilberto Kac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杨振宇 研究员 
 16:40-17:00 减重对超重/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妇女受孕的影响 叶艳彬 主任医师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童笑梅 教授 

 17:00-17:30 葡聚糖的来源及生物学效应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游 川 教授 

 17:30-17:50 过敏食物再引入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徐轶群 研究员 

 17:50-18:00 问题与回答(20 分钟)    

 18:00-19:00 晚餐时间 (60 分钟, 赞助企业视频)    
 19:00-21:00 专题会（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