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营养学会 2019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会议议程 

2019 年 11 月 21 日（周四），地点：三楼中海厅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7:45-8:00 安全宣讲 反诈骗宣讲、消防安全教育、会场疏散指导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酒店辖区派出所警官、酒店安全员 会务人员主持 

08:00-08:40 开幕式 
领导致辞：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领导、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陈永祥理事长、中国营养学会杨晓光副理事长、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领导 

主持人 
赖建强 教授、杨年红 教授 

序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 8:40-9:10 大会报告 难得的机遇——再谈妇幼营养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赖建强教授、曾  果教授 

2 9:10-9:40 大会报告 中国孕妇碘营养状况及尿碘适宜值探讨研究 杨晓光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赖建强教授、曾  果教授 

3 9:40-10:10 大会报告 注册营养师的使命与未来 马爱国 教授 青岛大学营养健康研究院 杨年红教授、毛丽梅教授 

4 10:10-10:50 大会报告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infant nutrition 
婴幼儿营养：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10 分钟的问答与讨论） Prof. Dr. Henkjan Verkade 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 杨年红教授、毛丽梅教授 

5 10:50-11:20 专题报告 母乳生物活性成分探索——引领母乳研究迈入新纪元 邵  洁 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宜香 教授 

6 11:20-11:50 专题报告 母乳活性蛋白及其生理功能 曾  果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汪之顼 教授、陈平洋教授 

7 11:50-12:00 讨论 问题与回答   汪之顼 教授、陈平洋教授 

   午餐时间    

8 13:00-13:40 大会报告 Easy protein digestion via casein mineralization 酪蛋白矿化与蛋白
质消化（10 分钟的翻译辅助及问答与讨论） Thom Huppertz 教授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赖建强 教授、李光辉教授 

9 13:40-14:10 大会报告 特殊婴儿配方粉的科学和临床应用 苏宜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赖建强 教授、李光辉教授 

10 14:10-14:40 专题报告 改善晚期早产儿神经结局的营养策略 庄思齐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赖建强 教授 

11 14:40-15:10 大会报告 双胎孕妇营养及体重管理 杨慧霞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赖建强 教授、李光辉教授 

12 15:10-15:40 大会报告 早期营养在儿童早期发展之地位 毛  萌 教授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汪之顼 教授、曾  果教授 

13 15:40-16:00 专题报告 婴幼儿过敏性疾病预防的营养干预策略 戴永梅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汪之顼 教授、曾  果教授 

14 16:00-16:30 专题报告 益生菌的健康 王红伟 博士 杜邦 汪之顼 教授、曾  果教授 

15 16:30-17:00 大会报告 妇幼营养进展：基于 10 年研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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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果教授 

 17:00-17:30 讨论 问题与回答    

 17:30 晚餐     

16 18:00-20:00 卫星会 母乳研究专题讨论会（支持单位：雅培营养中国研发中心） 
（详细议程见邀请函） 

Renaud Gabay、蔡美琴教授、谢林教授、王硕教授、朱惠莲教授、张立实教授、王玉
教授、Dr. Hakim Bouzamondo 

汪之顼 教授 

 20:00  结束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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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19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会议议程 

2019 年 11 月 22 日（周五），地点：三楼中海厅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序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 8:00-8:30 大会报告 顺应性喂养与饮食行为培养 王惠珊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邵  洁 教授、衣明纪教授 

2 8:30-9:00 专题报告 山羊乳营养特性及与婴幼儿健康的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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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00-9:20 专题报告 过敏预防新洞察 沈振宇 教授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汪之顼 教授 

4 9:20-9:40 专题报告 儿童维生素 AD 营养的解决策略 衣明纪 教授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汪之顼 教授 

5 9:40-10:00 专题报告 母乳低聚糖研究进展 Dr. Hakim Bouzamondo 雅培营养全球研发中心, 汪之顼 教授 

6 10:00-10:20  早产儿喂养对母乳成分测定的需求 朱建幸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朱建幸 教授、陈  倩 教授 
7 10:20-10:40  乳品测定的常见指标和方法 任一平 高级工程师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8 10:40-11:00 焦点讨论 母乳成分检测的方法学 杨振宇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9 11:00-11:20  母亲膳食与母乳成分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20-11:50  圆桌讨论 朱建幸、任一平、杨振宇、陈倩、汪之顼 汪之顼 教授 

10 11:50-12:10 专题报告 婴幼儿配方粉中蛋白质“质“和“量”的影响因素 高培君 皇家菲仕兰营养学苑中国部负责人 
汪之顼 教授、盛晓阳 教授 

11 12:10-12:30 专题报告 A2 蛋白质与肠道健康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午餐     

12 13:30-14:00 大会报告 脑内营养素与发育行为障碍疾病 杨玉凤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曾  果 教授、童笑梅 教授 

13 14:00-14:30 大会报告 食物过敏儿童的营养问题 余晓丹 教授 余晓丹 教授 

14 14:30-15:00 大会报告 孕前糖尿病妊娠期综合管理及新生儿低血糖的防治 魏玉梅 副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汪之顼 教授、许雅君 教授 15 15:00-15:20 专题报告 围孕期叶酸补充——时机与剂量 王志坚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6 15:20-15:40 专题报告 妇幼个性化营养检测——干血斑检测技术 林  芸 博士 中科院营养与抗衰老中心干血斑血液检测中心 

17 15:40-16:00 

膳食大赛 
颁奖会议 

开幕式 
致辞：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理事长 陈永祥研究员,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马爱国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苏宜香教授 曾  果 教授 

杨年红 教授 
18 16:00-16:20 

新书发布会: 营养师详解(备孕怀孕、月子、儿童)营养餐—— 
妇幼膳食大赛获奖作品解析 

苏宜香 教授 
李  娜 编辑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化学工业出版社 

19 16:20-16:50 卫星会：部分水解配方对婴幼儿的健康效应（美赞臣支持） 苏宜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汪之顼 教授 

20 16:50-17:10 2019 第 3 届中国妇幼膳食及月子餐设计营养大赛工作介绍 汪之顼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曾  果 教授 
杨年红 教授 21 17:10-17:30 颁奖   

22 17:30-18:00 膳食大赛作品的制作方法和参赛作品解析举例 孙耀武 教授 齐齐哈尔医学院 

 18:00-19:30 晚餐     

23 19:30-21:00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   汪之顼 教授 

 21:00  结束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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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19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会议议程 

2019 年 11 月 20 日（周三）下午，专题研讨会：1 母婴营养健康简易测评工具, 2 母乳成分测定专家共识, 3 中国营养学会团标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III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14:00-14:20  项目领导致辞 苏宜香  

曾 果 
杨年红 

 14:20-14:50 工作报告 
生命早期千日营养科普教育项目进展及母婴营养健康测评工具
使用情况介绍 

汪之顼  

 14:50-15:10 工作报告 母婴营养健康评测工具改进建议 沈飞雁  

 15:10-15:40  讨论   

 15:40-16:10 工作报告 CNS005-2018 产褥期（月子）膳食指导规范 戴永梅  

 16:10-16:40 工作报告 CNSS 006-2018 孕期体重增长异常妇女膳食指导规范 武洁姝  

 16:40-17:00 项目启动仪式 孕前和孕期妇女营养筛查和评价技术指南项目 曾 果  

 17:00-17:30  讨论   

 
 
 

中国营养学会 2019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会议议程 

2019 年 11 月 22 日（周五）下午，专题研讨会：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I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时间 类型 内 容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9:00-19:30  2018-2019 年度工作总结及汇报 汪之顼 主任委员  杨年红 秘书长 

 19:30-20:20  讨论 2019-2020 年度工作展望及计划   赖建强 副主任委员 

 20:20-21:00  2 个团标草稿和 1 个共识草案征求意见   曾  果 副主任委员 

 21: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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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19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卫星会议程 

2019 年 11 月 21 日（周四），会议主题：母乳研究专题讨论会（支持单位：雅培营养中国研发中心）,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II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序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8:00-18:10 开场 赞助单位领导致辞 Renaud Gabay 雅培营养 

汪之顼 教授 
蔡美琴 教授 

 18:10-18:30 专题报告 不同阶段母乳中 a-生育酚及异构体分布研究 蔡美琴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8:30-18:45 专题报告 中国母乳中核苷酸含量的研究 谢林 教授 吉林大学 

 18:45-19:00 专题报告 母乳低聚糖健康功能及其研究进展 王硕 教授 南开大学 

 19:00-19:15 专题报告 中国母乳中磷脂含量的研究 朱惠莲 教授 中山大学 

 19:15-19:30 专题报告 中国母乳中类胡萝卜素含量的研究 张立实 教授 四川大学 

 19:30-19:45 专题报告 中国不同阶段母乳中脂肪酸含量的研究 王玉 教授 兰州大学 

 19:45-20:00 总结发言 雅培母乳研究总结 Dr. Hakim Bouzamondo 雅培营养国际研发中心 

 20: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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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19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 
会议议程 

2019 年 11 月 23 日（周六），妇幼营养 2019 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儿童营养会场）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I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序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 8:00-8:30 继教讲座 6 月龄内婴儿母乳喂养指南 童笑梅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许雅君 教授 
童笑梅 教授 

2 8:30-9:00 继教讲座 7-24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3 9:00-9:30 继教讲座 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 许雅君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9:30-9:40  问答与讨论   

 9:40-9:50 茶歇     

4 9:50-10:20 继教讲座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RI)基本概念和应用 苏宜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 10:20-10:50 专题报告 益生菌在生命早期健康中的研究新方向 赖建强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盛晓阳 教授 
衣明纪 教授 

6 10:50-11:20 继教讲座 母乳喂养与配方粉喂养对婴儿肠道菌群建立的影响 李光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7 11:20-11:50 继教讲座 中国儿童的主要营养问题和对策 张环美 博士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1:50-12:00  问答与讨论   

 12:00-13:00  午餐    

8 13:00-13:30 继教讲座 特医食品和配方食品应用 杨振宇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顾洁 主任医师 
杨振宇 研究员 

9 13:30-14:00 继教讲座 母乳喂养常见问题与干预策略 衣明纪 教授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0 14:00-14:30 继教讲座 中国母乳喂养现状及改善措施探讨 段一凡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4:30-14:50  问答与讨论   

 14:50-15:00  茶歇    

11 15:00-15:30 专题报告 托幼机构膳食管理 徐轶群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赖建强 教授 
徐轶群 研究员 

12 15:30-16:00 继教讲座 锌和微量营养素在生命早期 1000 天中的健康作用 张  彦 博士 安琪集团研发中心 

13 16:00-16:30 继教讲座 食物的营养价值和食物成分 庞学红 助理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6:30-17:00  问答与讨论   

 17: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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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3 日（周六），妇幼营养 2019 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备孕及孕产妇营养分会场 ）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II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序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 8:00-8:30 继教讲座 生命周期营养与生命早期营养 苏宜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游  川 主任医师 
戴永梅 主任医师 

2 8:30-9:00 继教讲座 备孕妇女和孕期妇女膳食指南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3 9:00-9:30 继教讲座 哺乳期妇女膳食指南 毛丽梅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4 9:30-9:50  问答与讨论   

5 9:50-10:00  茶歇    

6 10:00-10:30 继教讲座 产后快速康复和产后体重管理 马玉燕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李燕 教授 
杨蓉 主任医师 

7 10:30-11:00 继教讲座 孕前、孕期的体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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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00-11:30 继教讲座 妇幼人群功能性便秘的营养管理 张  琚 主任医师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11:30-12:00  问答与讨论   

 12:00-13:00  午餐    

9 13:00-13:30 继教讲座 妇幼营养科普讲座中的讲课技巧 游  川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王子莲 教授 
林娟 主任医师 

10 13:30-14:00 继教讲座 孕期妇女贫血的诊断与监测 姜珊 讲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1 14:00-14:30 继教讲座 孕期膳食简易评估技术 丁  叶 博士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30-14:50  问答与讨论   

 14:50-15:00  茶歇    

12 15:00-15:30 继教讲座 妊娠期高血压的营养管理 滕  越 主任医师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毛丽梅 教授 
滕  越 主任医师 

13 15:30-16:00 继教讲座 产褥期（月子）膳食指导规范 武洁姝 副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4 16:00-16:30 继教讲座 孕期糖尿病的预防与妇幼健康 王子莲 教授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7:00  问答与讨论   

 17: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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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3 日（周六），深圳龙华围产营养管理新理论新技能学习班 
主办单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会议主席：罗新乐，执行主席：刘晓军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III  (深圳市中海凯骊酒店) 

序号 时间 类型 题目 讲者 单位 主持人 

1 8:00-8:3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深圳市龙华区卫健委领导 
罗新乐（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院长、书记，主任医师） 

   刘晓军 主任医师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 

2 8:30-9:00 继教讲座 孕期适宜增重建议和孕期体重管理技术和策略 杨振宇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杨年红 教授 
罗丽琼 主任医师 3 9:00-9:30 继教讲座 妊娠期病理性高脂血症的营养治疗 李光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9:30-9:50  问答与讨论   

 9:50-10:00  茶歇    

4 10:00-10:30 继教讲座 孕期铁缺乏及缺铁性贫血营养治疗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刘晓军 主任医师 
杨振宇 研究员 

5 10:30-11:00 继教讲座 婴幼儿生长障碍的营养管理 邵  洁 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6 11:00-11:30 继教讲座 肠道微生态与孕妇健康管理 薛玉珠 主任医师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 

 11:30-12:00  问答与讨论   

 12:00-13:00  午餐    

7 13:00-13:30 继教讲座 临床科研常用设计及相关问题 张彩霞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刘晓军 主任医师 
戴永梅 主任医师 

8 13:30-14:00 继教讲座 妇幼人群最新膳食评估技术和方法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9 14:00-14:30 继教讲座 孕期钙营养 罗丽琼 主任医师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14:30-14:50  问答与讨论   

 14:50-15:00  茶歇    

10 15:00-15:30 继教讲座 妊娠期糖尿病营养和膳食管理 刘晓军 主任医师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白晓苏 主任医师 
张彩霞 教授 

11 15:30-16:00 继教讲座 孕期营养门诊建设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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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6:00-16:30 继教讲座 孕期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营养管理 白晓苏 主任医师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16:30-17:00  问答与讨论   

 17:00-18:30 专家研讨会 围产营养门诊规范化建设研讨会 与会全体专家  刘晓军 主任医师 

 18:3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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