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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一届国际粮油食品科学与技术 

发展论坛的通知 

（第三轮） 

为国内外粮食加工、储藏与食品安全科技领域的专家搭建学术交流与合作平

台，促进粮食科技的创新，全面展示国内外最新粮油食品科学技术成果，促进粮油

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河南工业大学决定于 2016年 10月份在中国郑州举办“第

一届国际粮油食品科学与技术发展论坛”。大会组委会诚挚邀请海内外该领域专家

学者及各界同仁出席本届论坛，期待与您相约郑州。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6年10月14-16日,其中10月14日为报到和注册时间。 

会议地点：中国郑州 河南工业大学莲花街校区。 

住宿宾馆：郑州市正尚花园酒店（地址：高新区莲花街与牡丹路交叉口向南100米）。 

二、大会主题： 

粮油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三、会议内容 

1、主旨报告 

邀请国内外优秀科学家就粮油食品领域学术热点和行业发展做主题发言。 

2、专题研讨 

（1）食品加工科学与技术 

（2）粮食加工科学与技术 

（3）油料加工科学与技术 

（4）粮食储藏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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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日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0月 14 日 全天 代表报到 

10月 15 日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09:00—12:00 大会报告 

12:30—13:30 午餐 

14:00—18:00 分会场报告         

18:30—20:30 招待晚宴 

10月 16 日 

08:30—12:00 分会场报告 

12:30—13:30 午餐 

14:00—18:00 分会场报告 

五、会议征文 

1、征集2015年9月以来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其内容要求符合大会主题，提

交500～800字的英文摘要。论文摘要具体要求参见附件3。 

2、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延迟至：2016年9月30日。欢迎参会代表通过发送电

子提交论文摘要，E-mail：lysplt2016@163.com 

3、会议将安排墙报交流区，墙报展示等同于分组报告，大会还将评选“最佳

墙报奖”（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墙报制作具体要求参见附件4。 

六、会议费用及缴纳方式： 

1、会务费： 

参会代表1000元/人，在校学生（持学生证）60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

自理。 

2、费用缴纳方式 

方式1：银行转账 

户  名：河南工业大学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郑州中原支行 

mailto:lysplt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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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16051101040007977 

汇款注明：会议注册费。（注明：参会代表姓名、单位及“国际粮油食品论坛

会务费”等字样。） 

方式2：现场报到时缴纳。 

七、参会办法 

欢迎参会代表直接填写《参会回执》表（附件2），并发送电子邮件到：

lysplt2016@163.com，报名参加。 

八、会议联系人 

粮油食品学院：章绍兵(18623717808)，赵仁勇（18623717885）； 

国际粮食研究中心：潘丽（18623718762），周显青（18623718760）。 

 

 

 

 

 

 

第一届国际粮油食品科学与技术发展论坛组委会 

河南工业大学 

                           2016年9月10日 

mailto:lysplt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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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大会报告题目及人员（部分题目待定） 

 

主会场 

10 月

15 日 

 

上午 

报告题目 报告人员 

待定 孙宝国 （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 

我国海洋油脂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朱蓓薇 （院士，大连工业大学食品

学院院长） 

待定 岳国君 （院士，中粮集团总工程师） 

New frontier in mill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health benefits of wheat products 

Joel  Abecassi（Research Scientist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Unité de Technologie 

des Céréales et des Agropolymères 

(INRA), Former ICC President） 

Enzymatic Synthesis of Human Milk Fat Analogs 

and other Structured Lipids 

Casimir C. Akoh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Former president of American 

Oil Chemists’ Society)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科技研究进展 卞科（教授，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食品加工科学与技术分会场 

10 月

15 日 

 

下午 

报告题目 报告人员 

Aqueous enzymatic extraction of edible oils: 

Processing issues 

Keshavan Niranj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od and Nutrition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Reading) 

待定 李琳 （教授，东莞理工学院校长） 

待定 
胡小松（教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 

Authenticity and traceability testing by 

compound specific stable isotope analysis—what 

has vanillin to do with rice 

Roland Poms (Secretary General, 

MoniQA Association) 

Modifying Starches for Nutritional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Yong-Cheng Shi (Professor, 

Carbohydrate Polymers - Technology 

and Product Innovation，Department 

of Grain Science and Industry,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待定 扶雄（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

https://www.icc.or.at/node/1045
https://www.icc.or.at/node/1045
https://www.icc.or.at/node/1045
https://www.icc.or.at/node/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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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学院院长） 

食品物理加工技术进展 
马海乐（教授，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院长） 

待定 
张建华（中国粮油总经理助理、生产

与质量安全管理部总经理） 

营养递送系统与健康食品开发 
李斌（教授，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技术学院院长） 

10 月

16 日 

 

上午 

Fermentation and enzymatic techniques for 

development of health functional foods 

Satoru Nirasawa (Senior Researcher，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Post-harvest 

Division, Jap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 

(JIRCAS)) 

待定 
韩剑众（教授，浙江工商大学食品生

物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 

农产品生物指纹图谱溯源技术研究 
张东杰（教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食品学院院长） 

食品安全生物分析方法研究 
雷红涛（教授，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院长） 

待定 
赵国华（教授，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

院院长） 

大豆食品产业发展方向 
石彦国（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

工程学院院长） 

早稻米增硒降镉及品质改良技术研究进展 
吴苏喜（教授，长沙理工大学生物与

食品工程学院） 

 

粮食加工科学与技术分会场 

 

 

 

 

 

 

 

 

10 月

15 日 

 

下午 

报告题目 报告人员 

Grain science at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 Glob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粮食科学研究 — 面向未来的

全球应用 

Gordon Smith 博士（美国堪萨斯州

立大学谷物科学与工业系主任）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tarch derivatives 

淀粉衍生物的创制与应用 
金征宇博士（江南大学教授、副校长） 

Oil Seeds Platform: Polymers, Resins, and 

Applications 

油料资源：聚合物、树脂的开发及应用 

孙秀芝博士（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谷

物科学与工业系教授） 

Protein fortification of cereal based foods 

谷物食品的蛋白强化 

汤晓智博士（南京财经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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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outed Grains – Technology, Uses and Health 

Benefits 

发芽谷物 — 技术，应用与健康 

郭 刚 博 士 （ Director of Wheat 

Research and Quality of Ardent Mills） 

Anti-inflammatory and lipid-lowering function of 

grain glucans and its mechanism 

杂粮葡聚糖的抗炎与降脂功能及其分子机理研究 

林亲录博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

学院教授、院长）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utritional rice 

products 

营养米制品的研究与开发 

丁文平博士（武汉轻工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院长） 

 

 

 

 

 

 

 

 

10月

16 日 

 

上午 

Progress of China's ri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十二五”期间中国稻谷加工技术进步 

谢健研究员（中粮集团武汉粮食科学

研究院总工程师） 

Sticky rice fermentation for Myanmar rice wine 

production: Influence of extrusion disposal and 

structure of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挤压作用及微生物菌落结构对重组糯稻米制备缅

甸米酒品质的影响 

肖志刚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

教授、院长） 

The key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of 

wheat germ and its new utilization 

小麦胚芽深加工关键技术装备及其利用新途径 

徐斌博士（江苏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Amylab - New Method for quick determination of 

Hagberg Falling Number 

Amylab - 快速检测海博格降落数值的新方法 

江明能（法国肖邦技术公司中国区经

理） 

Starch modification in ionic liquids 

离子液中淀粉的改性 
罗志刚（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Nutritional quality of corn and its staple food 

industrialization 

玉米营养品质与主食化关键技术研究 

刘景圣博士（吉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院长） 

Modification of food macromolecules 

食品大分子改性研究 

刘成梅博士（南昌大学食品学院教

授、院长） 

Perten 公司 待定 

Brabender 公司 待定 

 

 

油料加工科学与技术分会场 

 

 

报告题目 报告人员 

Improving Antioxidant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in 

heterophasic systems: The Phenolipids Concept 
Pierre Villeneuve, PhD（Presid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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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 

 

下午 

European Federation of Lipids） 

油脂伴随物及其功能评价 
王兴国(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常务

副会长，江南大学教授) 

中国油脂标准与行业发展 
何东平（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常务

副会长，武汉轻工大学教授） 

食品功能性肽研究进展 
赵谋明（教育部长江学者、华南理工

大学教授） 

生物酶法制取植物油脂与蛋白技术研究进展 
江连洲(国家大豆工程技术中心常务

主任，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酶技术在烘焙食品中的应用及展望 
江正强（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 

脂质营养与健康 
黄凤洪（中国农业科学院武汉油料研

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式油炸面制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研究——以油条

为例 
吴时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亚临界萃取技术油脂提取优势及工程应用 
祁鲲（亚临界萃取研究中心主任，坤

华公司总经理） 

 

 

 

 

 

 

 

 

10 月

16 日 

 

上午 

Functional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oy fatty acid 

derivatives as bioplasticizers 

Dharma Rao Kodali, PhD 

(Department of Bioproducts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pid biophysics: case studies 

Xuebing Xu, PhD (Wilmar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Shanghai, China) 

Lipid-based nanocarrier for enzyme 

immobiliz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张绫芷（宁波大学海产学院教授） 

食用油氧化规律及其机制研究 邓泽元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进展 
刘玉兰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

院教授) 

大型油脂企业消防安全防火技术发展状况 
杨 帆（西安中粮工程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利用豆粕开发生物质合成树脂的研究与实践 
陈锡建（郑州金谷粮食机械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总经理） 

 

粮食储藏科学与技术分会场 

 

 

 

Highlights of seventeen years of stored product 

insec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Bhadriraju Subramanyam 教 授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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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 

 

下午 

堪萨斯州立大学储藏物昆虫研究 17 年  

Role of Temperature in the Biology and Control of 

Stored Product Insects.  

温度在储藏 物昆虫生物学与防治中的作用 

Paul Fields 教授 （加拿大国际农

业研究中心） 

 

Review 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of grain storage  Cao Yang 曹阳 研究员 （国家粮食

局科学研究院） 

Engineering Considerations for Creating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Applied Gas during Controlled 

Atmospheres and Fumigation.  

气调与熏蒸中促进气体一致性分布的工程考虑 

Fuji Jian 教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

学） 

Numerical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field 

coupling transfer in grain storage eco-system. 

储粮生态系统中多尺度多场耦合传递过程的数值

模拟及应用研究.  

Wang Yuancheng 教授（山东建筑

大学） 

Research and discuss on ecological control of flat 

grain beetles in graion storage. 

储粮扁谷盗类害虫生态控制技术的研究与探讨. 

曾伶（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Development in China farm grain storage.  

中国农户储粮进展 

王若兰教授（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

品学院） 

Sublethal effects of larval exposure to phosphine 

on re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Liposcelis 

entomophila (Enderlein). 

磷化氢对嗜虫书虱繁殖活动中的亚致死效应 

鲁玉杰教授（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

品学院） 

Monitoring on Insect hidden in cereal by low field 

nuclear magnetism.  

低场核磁检测隐蔽性粮食害虫的研究 

Shao Xiaolong 副教授（南京财经大

学） 

 

 

 

 

 

 

 

 

 

 

10 月

16 日 

 

上午 

The image acquisition and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for the stored 

grain insects  

储粮害虫的图像采集与识别技术及其应用 

Zhou Huiling 教授(北京邮电大学) 

Phosphine resistance of five species of beetle and 

concentration & time on the full mortality. 

5 种储粮甲虫的磷化氢抗性及其完全致死浓度与

时间。 

Wang Dianxuan 教授（河南工业大

学粮油食品学院）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rol nitrogen of 

grain storage in China. 

中国氮气气调储粮研究应用现状与发展 

Yan Xiaoping 研究员(中储粮成都

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 

The effect of acclimation to sublethal temperature 

on subsequent susceptibility of Sitophilus zeamais 

Mostchulsky (Coleoptera: Curculionidae) to high 

temperatures. 

Lv Jianhua 副教授(河南工业大学

粮油食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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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致死温度对玉米象的累积效应。 

Effect and mechanism discussion on whole wheat 

flour by microwave stabilization.  

微波稳定化方式对全麦粉品质影响及机理探讨 

渠琛玲 副教授 (河南工业大学粮

油食品学院)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 dust on 

stored grain insect control.  

惰性粉防虫研究与应用 

伍祎（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Effect of aflatoxin on glutathione content and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activity of Ahasverus 

advena Walterl.  

黄曲霉毒素对米扁虫体内谷胱甘肽与谷胱甘肽转

移酶活性的影响 

李慧（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 

Demonstration of intelligential management in 

grain depot.   

粮库智能化建设的示范应用 

姚海峰 总经理（郑州鑫胜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10 月

16 日 

 

下午 

Phototaxis behavior of stored product insects. 

储藏物昆虫的趋光行为 

王争艳 博士（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

品学院）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of online monitoring 

for grain quality and safety  

粮食品质与安全在线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进展 

沈飞 博士（南京财经大学） 

Spectrum detection on freshness of paddy rice. 

大米新鲜度的光谱检测方法研究。 

黄亚伟 博士（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

品学院） 

The influence of AFTB1 on development of 

foreign grain beetle. 

黄曲霉毒素对米扁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Zhao Xinxin 博士研究生（河南工业

大学粮油食品学院） 

Use of Tetra-primer 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RMS-PCR) assay for Rapid Diagnosis of 

Phosphine Resistance Populations of Rhyzopertha 

dominica(Coleoptera: Bostrichidae) in China.  

利用 ARMS-PCR 快速鉴定谷蠹的磷化氢抗性。 

张晨光 研究生（河南工业大学粮油

食品学院） 

Field monitoring comparing on stored grain insect 

between probe trap of vacuum remove and  disc 

trap  

仓外提取与表面诱捕储粮害虫实仓应用效果比较 

郑祯 研究生（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

品学院） 

Prevalance and diversity of wolbachia 

endosymbionts in stored products insects in 

China. 

储粮昆虫体内共生菌多样性研究 

苗世远 研究生（河南工业大学粮油

食品学院） 

企业 XX 技术应用发展 1(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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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XX 技术应用发展 2(待定)  

企业 XX 技术应用发展 3(待定)  

企业 XX 技术应用发展 4(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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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电话  

地址  邮编  

网址  传真  

参 

会 

人 

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电话/电子邮箱 是否安排住宿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代表类型 □高等院校代表□科研院所代表□学生代表□其他代表 

会议投稿 （如有会议投稿和墙报，请在此处标注论文题目） 

备注 

 

注：此表可复制; 

请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发电子邮件到：lysplt2016@163.com 

mailto:lysplt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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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论文摘要提交模板 

注:论文内容请作者注意做好经济、技术方面的保密。请注明选择议题，论文摘要

请提交 word文档，要求 500～800字左右。英文字体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号

为 12；中文字体采用宋体, 题目四号字（加粗），其它部分为小四, 单倍行距。

论文摘要发送电子邮件到：lysplt2016@163.com。 

Effects of Wheat Bran Particle Size on Chinese Steamed Breads 

Qingdan Bao, Kim Yang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Introductio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ources of dietary fiber is wheat brans, co-products from flour 

milling processes. The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of wheat bran had different effect on other 

flour-dough based products such as fiber bread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   

 

Methodology 

Three different commercial flour samples without any additives from Henan, China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Wheat bran samples obtained from commercial milling 

company were milled into four distinct particle sizes as coarse (601μm), medium 

(276μm), fine (F,158μm) and extra fine (EF, 100μm) …….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specific volume of Chinese steamed breads was significantly (P ≤0.05) decreased as 

bran particle size decreased at the same substitution ratio……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pecific volume and sensory scores, Chinese steamed breads with medium 

particle size 20% substitution ratio ……. 

 

Key Words: Bran Particle Size, Dough Rheology Properties, Bran Steamed Bread, 

Improvement of Steamed Bread Quality 

麸皮粗细度对麸粉馒头品质的影响研究 

鲍 XX，Kim Yang 

（河南工业大学 XXXX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引言 

小麦的加工副产物麦麸是一种最常见的膳食纤维。不同粒度的麦麸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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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实验中选用 3 种来自中国河南的商业基础粉，麦麸是来自商业面粉厂，并将其

加工成平均粒径分......。 

 

结果与讨论 

馒头蒸制实验表明，在相同的麸皮取代水平下，麸皮馒头的比容随着麸皮粒度

的减小而显著减小（P ≤ 0.05）。中麸和小麸馒头的外观评分高于......。 

 

结论 

建立在馒头的比容和感官评分的基础上，推荐中等粒度麸皮在 20%的取代水平

下制作馒头品质。添加…….。 

 

关键词：麸皮；粗细度；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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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墙报交流说明 

墙报展示：会务组将为参会人员免费提供50-80个墙报的版面。注册时，请注

明是否提供墙报（规格宽度90厘米，高度120厘米，版面上下页边距为25 mm），

自己印刷后携带至会场，根据会议日程安排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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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名誉主席：（排名不分先后） 

孙宝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               教授 

朱蓓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岳国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粮集团总工程师               研究员 

大会主席： 

张元      河南工业大学校长                              教授 

副主席：  

卞  科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教授 

陈复生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教授 

李  琳   东莞理工学院校长 教授 

金征宇   江南大学副校长                                 教授 

鞠兴荣   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                             教授 

周  坚   武汉轻工大学副校长                             教授 

吴子丹 国家粮食局原副局长 教授级高工 

宋致远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 

胡承淼   中国粮油学会常务副会长                   教授级高工 

杜  政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级高工 

穆彦魁   益海嘉里集团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高级经济师 

张建华   中国粮油研发部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秘书长： 

      王晓曦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副秘书长： 

 王凤成    河南工业大学国际粮食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钱向明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副院长               教授 

 王殿轩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副院长               教授 

 马传国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副院长               教授 

组织委员会 Organizing committee： 

主  任： 

卞  科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教授 

副主任： 

王晓曦  河南工业大学 粮油食品学院 院长                 教授 

刘国仕  河南工业大学 国际合作处 处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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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成  河南工业大学 国际粮食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钱向明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培训中心 主任               教授 

王殿轩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储运工程中心 主任           教授 

马传国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加工工程中心 主任           教授 

秘  书： 

赵仁勇  河南工业大学 粮油食品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裴少锋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培训中心 副主任             教授 

周显青  河南工业大学 国际粮食研究中心 副主任         教授 

安红周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加工工程中心 副主任         教授 

吴存荣  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储运工程中心 副主任         教授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陈  卫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江连洲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胡秋辉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丁文平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林亲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肖志刚      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院长                 教授 

王维坚      吉林工商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裴世春      齐齐哈尔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张东杰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赵改名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教授 

康怀彬      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白燕玲      郑州轻工业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马汉军      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徐学兵      丰益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教授 

郭道林 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级高工 

 

学术委员会 Academic Committee： 

主  任：卞  科   中原学者            教授 

秘  书：殷丽君   河南工业大学省级特聘教授 

        王四宝   河南工业大学省级特聘教授 

        郑学玲   河南工业大学省级特聘教授 

        鲁玉杰   河南工业大学校级特聘教授 

        毕艳兰   河南工业大学校级特聘教授 



17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Dr. Gordon Smith 

Professor and Head, Grain Science & Industry，Kansas State University，USA  

Dr. Xiuzhi Susan Sun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Bio-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Lab，Grain Science 

and Industry; Bio. & Agr. Engineering, Kansas State University，USA. 

Dr. Pierre Villeneuve 

CIRAD, France 

President of European Federation of Lipids.  

Dr. Casimir C. Akoh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former president of American Oil Chemists’ Society 

(AOCS),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Dr. Bhadriraju Subramanyam 

Don Wilbur Sr. Professor of Postharvest Protection，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rain Science and Industry，Kansas State University，USA. 

Dr. Roland Poms 

Secretary General, MoniQA Association, Austria. 

Dr. Joel Abecassi 

Research Scientist, Former ICC President,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Unité de Technologie des Céréales et des Agropolymères (INRA), France 

Dr. Dharma Rao Kodal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products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Minnesota，USA 

Dr. Fuji Jian 

Assistant professor，Department of Biosystem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Dr. Gang Guo 

Director of Wheat Research and Quality，Ardent Mills，USA 

Dr. Paul Gregory Fields 

Research Scientist, Biosystems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Dr. Yong-Cheng Shi 

Professor, Carbohydrate Polymers - Technology and Product Innovation, Department of 

Grain Science and Industry, Kansas State University，USA 

Dr. Satoru NIRASAWA 

Senior Researcher，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Post-harvest Division, Jap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 (JIRCAS)，Japan 

Dr. Keshavan Niranjan 

Professor，Department of Food and Nutrition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Reading，UK.  

https://www.icc.or.at/node/1045
https://www.icc.or.at/node/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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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卫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江连洲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王晓曦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胡秋辉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丁文平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林亲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肖志刚      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院长                 教授 

王维坚      吉林工商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裴世春      齐齐哈尔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张东杰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赵改名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教授 

康怀彬      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白燕红      郑州轻工业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马汉军      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院长                 教授 

徐学兵      丰益全球研发中心总经理                   教授 

郭道林 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级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