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益生菌益生元科学大会 

第三轮会议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营养学会及各相关单位： 

原定 2022 年举办的中国营养学会第五届益生菌益生元

科学大会因疫情原因，延期至 2023 年 4 月 22 日-23 日于成

都世外桃源酒店召开。秉承往届会议权威性高、会议内容丰

富以及参会人员分布广泛等特点，本届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

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交流和探讨益生菌益生元与人体

健康领域的研究和管理规范进展，并聚焦产业界和消费者关

注的热点和关键问题，探讨益生菌和益生元消费者指南。我

们诚挚地邀请您参与和支持此次学术交流会议。 

一、主办和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益生元与健康分会 

承办单位：四川省营养学会 

四川省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学分会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3 年 4月 22 日-23日（21 日报到注册） 

地点：成都世外桃源酒店（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69 号） 



 

 

三、会议主要议题 

1. 国际动态：益生菌、益生元国际科技前沿进展 

2. 法规管理：益生菌、益生元国内相关管理规范进展和趋

势 

3. 科技前沿：人体微生态与健康研究新进展 

4. 产业发展：益生菌、益生元资源的挖掘与应用 

5. 宣传教育：益生菌、益生元消费者调查和消费者指南 

四、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正林（院士）、杨月欣、杨瑞馥、Seppo Salminen 

常务委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郭长江、何方、黄承钰、凌文华、刘烈刚、山本直之、孙桂

菊、王欣、王红伟、向雪松、张立实、智发朝、朱宝利 

委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毕玉晶、曹海龙、陈科、陈楠、陈廷涛、陈潇、戴磊、翟齐

啸、丁玉松、宫照龙、顾青、韩蓓、韩艳萍、黄松、李华军、

李进军、李静、李卡、李明、李小琼、李迎慧、蔺蓉、刘奂

辰、刘小兵、刘晓军、刘月、陆家海、律娜、缪铭、聂少平、

沈曦、宋雁、孙进、孙志宏、汪正园、王俊、王奇、王世杰、

魏华、吴婷、吴晓娜、武庆斌、徐海滨、许鸿志、袁静、张

彦、赵海英、赵佳、赵亮、赵文婧、钟瑾、朱雪萍 

特邀嘉宾： 

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有关专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有关领导 

五、会议日程 

4 月 21 日 9:00-20:00 会议报到                  地点：成都世外桃源酒店 

4 月 22 日 会议地点：成都世外桃源酒店 

8:30-9:00 领导致辞 

9:00-9:30 《益生菌益生元消费者指南》《后生元专家共识》发布 

9:30-9:50          合影  

主持人：杨瑞馥、刘烈刚 

9:50-10:20 Trend of probioic and post biotic 

Research in the world 

Seppo Salminen  

University of Turku，Finland. 

国际益生菌与益生元科学协会

(ISAPP)前任主席 

10:20-10:50 微生态与健康研究进展 杨瑞馥 研究员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10:50:-11:20 益生菌在临床营养支持和疾病辅

助治疗中的应用 

张立实 教授 

四川大学 

11:20-11:50 老年人肠道菌群演化和其免疫功

能衰退相关性研究 

何方 教授 

四川大学 

11:50-14:00 午餐+信息交流  

主持人：朱宝利、张立实 

14:00-14:30 肠道菌群色氨酸代谢物在动脉粥

样硬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凌文华 教授 

中山大学 

14:30-15:00 不同油脂和脂肪酸对肠道菌群的

影响 

孙桂菊 教授 

东南大学 

15:00-15:30 新食品原料中菌株审评程序和内

容 

宋雁 研究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15:30-15:40 茶歇 

主持人：王欣、凌文华 

15:40-16:10 生命早期肠道菌群演替与健康 武庆斌 主任医师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6:10-16:40 泡菜源植物乳杆菌益生性研究开

发与应用 

张其圣 研究员 

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

院 

16:40-17:10 菌群结构变异分折挖掘特异功能

菌 

傅静远 教授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17:10-17:30 讨论  

 

4 月 23 日 会议地点：成都世外桃源酒店 

主持人：何方、智发朝 

9:00-9:30 基于乳酸菌的后生元降血压研究 山本直之教授 

東京工業大学，日本乳酸菌学会

元副理事長 

9:30-9:50 Documented.Perfected.Trusted. 

The science and story of the 

unique BB-12 

Adam Baker, Science director 

科汉森全球科学总监 

9:50-10:10 益生菌 Plus—产品研发新思路 郭晶高级技术经理 

IFF 健康业务部门 

10:10-10:30 后生元全球研究进展及趋势总览 冯鹏高级技术经理  

嘉吉后生元亚太区技术支持经

理 

10:30-10:40 茶歇 

主持人：王红伟、孙桂菊 

10:40-11:00 益生菌背后的科学 刘晓军 总裁 

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1:20 HMObiotics 创新研究——源自

母乳的科学启示 

刘斐童 博士 

健合集团研发科学家 

11:20-11:40 后生元的新发现、新突破、新价

值 

陈杰鹏 首席科学家/董事总经

理 

广东双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40-12:00 讨论  

12:00-14:00 午餐+信息交流  

主持人：郭长江、何方 

14:00-14:30 食品组份对肠道菌群的正反向调

节 

王欣 研究员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14:30-15:00 细菌泛基因组及SMRT三代测序

技术在微生物组学研究的应用 

朱宝利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5:00-15:30 益生菌在临床领域研究进展 智发朝 主任医师 

南方医科大学 

15:30-15:40 茶歇 

主持人：杨瑞馥、向雪松 

15:40-16:10 益生菌的机遇与挑战 向雪松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健康所 

16:10-16:40 基于科学的益生菌益生元消费者

指南 

王红伟 博士 

中国营养学会 



 

 

16:40-16:50 借力高水平学术杂志提高自已的

学术影响：nutrient 专刋介绍 

何方 教授 

四川大学 

16:50-17:20 益生菌科学证据-《营养学报》专

栏解读 

刘烈刚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17:20-17:30 讨论、总结  

六、论文投稿 

1. 本次会议将与《 nutrients 》期刊合作出版 "Human 

Microbiota and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ceeding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Probiotics and 

Prebiotics"专刊，以最大程度地宣传本次会议中的优秀科研成

果。优秀的会议摘要稿件将推荐全文发表在正刊上，并享受

《nutrients》的优惠奖励。 

2.要求：会议摘要字数限 1000字以内。应写明论文题目、

作者、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责任作者的电

子邮箱。投稿邮箱：cpph@cnsoc.org， 

全文需按照《nutrients》期刊要求。投稿网址：

https://www.mdpi.com/journal/nutrients/special_issues/3YK477

30PD。 

3. 截止日期：会议摘要截止时间 2023 年 4月 5 日，全文

截止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延长。 

六、会议注册信息 

1. 注册截止日期： 

网络报名截止日期：2023月 4 月 20 日 

汇款截止日期：2023 月 4 月 15 日 

2. 注册费标准： 

mailto:cpph@cnsoc.org


 

 

普通代表收费标准：3 月 31 日前，注册费 1200 元/人；

4 月 1 日后，注册费 1500元/人。 

学生代表收费标准：3月 31日前，注册费 600元/人；4

月 1 日后，注册费 800元/人。（学生注册需凭有效学生身份

证明） 

3. 注册路径： 

填写《参会人员登记表》（见附件），于会议开始前 2 日发

回会务组邮箱。 

4. 缴费方式： 

（1）银行汇款 

户名：中国营养学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宣武门支行 

帐号：01090511100120109050884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中国营养学会第五届益生菌益生元科

学大会”；如需开具发票，请在注册报名回执表中填写开具

发票的抬头及税号。本会议开具的发票为普通增值税电子发

票，请同时在报名回执表中填写接收发票的邮箱。 

（2）现场交费 

报到时现场交纳注册费，发票将于会后发送至交费人指定

邮箱。 

七、住宿及交通费用 

参会代表的住宿及往返交通需自理，会务组提供会议期间

注册缴费会议代表的午餐。 



 

 

成都世外桃源酒店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住宿协议费用为： 

单早：560 元/间/晚 

双早：600 元/间/晚 

需预定酒店可联系酒店销售负责人：杨莹 15281009951 

八、联系方式 

（一）报名信息联系： 

沈老师 

地址：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 

四川成都人民南路三段 I6号邮编：610041 

联系电话：15208213847 

电子信箱：269871047@qq.com 

（二）学术信息联系： 

程老师 

地址：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 

四川成都人民南路三段 I6号邮编：610041 

电话：18011462163 

电子信箱：ruyuecheng1993@163.com 

（三）合作和传播联系： 

向老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29号 

电话：13601219682 

电子信箱:sterling25@163.com 

何老师 



 

 

地址：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 

四川成都人民南路三段 I6号邮编：610041 

电话：18602880124 

电子信箱：hf18602880124@163.com 

 

 

附件：1．会议回执 

 

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益生元与健康分会 

2023 年 2月 7 日 

  



 

 

附件： 

会 议 回 执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单位 手机（必填） 邮箱（必填） 

      

      

      

付款方式 汇款       现场缴费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电子邮箱  

注：请于2023年4月15日前反馈邮箱：cpph@cnso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