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所硕士生(含推免)招生导师简介(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杜文雯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duww@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生活环境及饮食行为的健康影响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杜文雯，博士，副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MPH）导师。2005 年毕业于安徽医科
大学预防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8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2014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08 年起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曾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交流，主要从事公共
营养、营养政策与标准、餐馆减盐、在外就餐行为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中国健康
与营养调查”、“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餐馆减盐适宜技术和模式探
索”、“城市化食物环境及居民餐饮食物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餐饮食品标识指
南”等多项国际合作、国家级及横向科研项目，在《Nutrition Journal》，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
《BMJ Op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等 SCI 收录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并参与编写《中国营养科学全书（第 2 版）》，
《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营养经
济学》等论著。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房红芸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fanghy@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房红芸，博士，副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导师，2011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涉及营养与健康流行病学、人群营养
干预及营养教育等多个领域。主要的社会任职有：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学生营养监测
与评估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委员。
本人长期从事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工作，在数据平台研发、大数据管理
及综合分析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为数据管理组组长在 2010-2013 年和 20152017 年分别组织完成了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人群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的数据平台建设及数据管理工作，参与分析并完成了两轮监测的技术报告和专著。
近年来，作为技术骨干或执行负责人参与十余项国家科技部、卫生行业专项、农业行
业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际合作课题。先后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科技论文四十余篇；
参与了十多本学术著作的编写。研究成果涉及人群的营养健康状况分析、饮食行为干
预及营养相关慢性病流行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等多个领域。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高超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gaochao20090901@163.com

招生研究方向

食物营养与功能评价、营养政策法规与标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高超，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4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营养与食品
卫生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17 年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才计
划（省部级）
，2019 年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
访问学者。在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食物营养评价室，主要从事全国食物成分监
测与国家数据库建设、膳食功能成分与慢性病干预、食物减盐减油减糖研究、食物营
养政策法规与标签标准等工作。近年来主持 WHO 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基金、中国营养学会科研基金、团体标准等 10 余项课题。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导师简介

划、卫健委重大专项、国际合作项目等 10 余项。在 Food Chemistry、Cell
Prolif、Food & Function、EJCN 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参编《中国营养科
学全书》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国食物成分表》
、《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等著
作 10 余部，参编标准 3 项。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中国渔业协会
水产品营养与健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保健食品分会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营养特殊食品分会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技/科普专家、中国营养学会科技服务百名专家等。2019 年
“全国营养行业先进工作者”。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郭云昌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gych@cfsa.net.cn

招生研究方向

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及其耐药基因传播预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郭云昌， 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微生
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5 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8 年毕业
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医
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首席专家，风险监测二室主任，主要
从事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及标准化研究；食源性疾病监测、溯源与预警技术研究；食
源性致病菌耐药和致病机制研究。先后承担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卫生行
业科研专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WHO 合作项目等 10
多项课题的研究；发表论文论著 100 余篇（部）；制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30 余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胡贻椿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huyc@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胡贻椿，医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0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现工作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微量元素
营养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群脂溶性维生素营养状况研究、儿童过敏研究及转基因
生物的食用安全评价等方面。围绕研究方向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导师简介

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等省部
级项目，及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等科研基金 20 余项。以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中文核心 30 余篇，SCI 累计影响因子 48.004；出版著作 10 余
部；研制国家/行业标准 3 项，正式发布 2 项。为 BRIT J NUTR，FOOD CHEM
TOXICOL，PEER J，BMC PEDIATR 等杂志邀请审稿人，兼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安
全专业委员会委员。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贾小芳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jiaxf@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营养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贾小芳，博士，副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MPH）导师。2006 年毕业于山西医科
大学预防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健康社会医学专业，
获医学博士学位。2016-2017 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学者。2014 年起
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主要从事公共营养、营养流行病学、神
经退行性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神经系统
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膳食模式对我国中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及膳食干预研
究”、“儿童膳食模式及营养素合作研究”等多项国际合作、国家级及横向科研项
目，在《Nutrients》
，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
《BMJ Open》
，
《BMC
Psychiatry》等 SCI 收录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并参与编写《中
国营养科学全书（第 2 版）
》，《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
《营养经济学》，《临床研
究方法学》等论著。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贾旭东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jiaxudong@cfsa.net.cn

招生研究方向

食品毒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贾旭东，博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毒理实验室主任。FAO/WHO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专家，中国毒理学会食品毒理学专委会主任委
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毒理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毒理分委会副主任委员。1996 年毕业于山东医
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获营养与食品卫生
专业博士学位。2006-2007 年在美国 Tufts 大学做访问学者。2014-2015 年在世界卫
生组织食品司做技术官员（P4 级）。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毒理学技
术，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转基因食品致敏性评价等。负责或参与多项科技重大专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及国际合作课题等。先后获得中华医学会中华科技奖三等奖
（2004 年）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二等奖（2011 年）和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
创新奖二等奖（2020 年）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160 余篇，主编（译）
论著 9 本，组织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GB15193）系列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26 项（主持 6 项）。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琚腊红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julh@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琚腊红，女，主任医师，公共卫生硕士导师，现就职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目前兼任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营养监测与评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
和老年医学学会营养食品分会委员。
主要从事人群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擅长评估营养与健康状况。目前主要参与过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改重大项目“2016-2017 年中国儿童与乳母营养健康监测”，承担
导师简介

过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国 0-18 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调查与应用的“6-17 岁
儿童膳食调查”任务；执行负责开展过“6-17 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营养监测方法学
调查”和“大学生集体就餐膳食调查方法研究”等工作。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中英文
论文 90 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英文论文 20 多篇。作为副主编或主
要撰写者参与了多本学术著作的编写。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敏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limin@ninh.chinacdc.cn

□博导

人体营养素需要量研究，人体微量元素碘、锌营养状况评估以及
招生研究方向
招生类型

转基因产品食用安全性评价等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李敏，医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人体营养素需要量、人体微量
元素碘、锌营养状况评估等。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40 余项。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以及中文核心 20 余篇；出版著作 10 余部。参与制定国
家标准/卫生行业标准 2 项。担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营养学名词”编写
导师简介

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基础卷编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甲状腺疾病
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以及国家卫健委微量元素与营养重点实验室秘书处
秘书。负责《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蛋白质需要量的修订。参与完成
“中国人群膳食铁、锌参考摄入量的研究”获第八届中国营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中国成人膳食能量、蛋白质参考摄入量研究”获第五届中国营养学会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岩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liyan@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营养相关慢性病组学研究及精准防控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李岩，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9 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2002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主要
从事食品/保健食品等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和功能研究、精准营养基因组研究。主持或
参加科技部、农业部、国家自然基金、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其中主持国家科技部重
导师简介

点研发计划“膳食营养评估和干预技术研究”子课题 1 项、国家农业部转基因生物新
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 ZH10-6 食用安全性评价”“转基因生物的
食用和饲用安全评价技术” 课题 2 项、省部级及科研院所课题 2 项。参与修订农业
行业标准 1 项、主持团体标准 1 项。参与多部营养专业论著编写，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近 3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刘兆平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liuzhaoping@cfsa.net.cn

招生研究方向

食品污染联合暴露的累积风险和疾病负担评估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刘兆平，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5 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
业获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获博士学位。现任国
导师简介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化学物风险评估副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食品安全危
害评价和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主持和参加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
全专项等 10 余项科研课题，已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毛德倩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maodq@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中国人群能量需要量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毛德倩，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9 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获得医学
学士学位；2002 年毕业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或者医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微量元素营养室，研究员。主要从事微量营养素与人体健
康，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曾经主持国家重大专项“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
导师简介

玉米食品安全评价研究”；目前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中国人群重要营养素需要
量研究”项目中，负责“中老年人能量需要量研究”任务，并主持达能基金项目“中
国北方青年男女能量需要量研究”项目。发表中英文文章 10 余篇。参与编撰并出版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等专著 4 部。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欧阳一非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ouyy@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肌肉衰减综合征营养和生活方式防治策略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欧阳一非，博士，副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导师。2005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
院临床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15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获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营养学会运动营养分会委
导师简介

员。2015 年至今，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主要从事中老年人
营养健康与生活方式相关慢性病的流行病学研究。目前主持老年人肌肉衰减综合征相
关科研课题两项。参与了国际合作、科技部、国自然和卫健委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具有丰富的科研和现场工作经验。已发表第一作者文章近 20 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沈葹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shenshi@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食物组学、营养组学、营养植物化合物分析及其活性机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沈葹，理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8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
学（中药研究方向）本硕连读七年制专业，获医学科学学士、医学科学硕士学位，
201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获理学博士学位。现
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心实验室理化组组长。主要从事营养植物化
合物的成分分析及其活性研究，以及代谢组学在食物营养评价与人群精准营养评估中
的应用等。近年来主持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卫生
导师简介

健康委相关国家和省部级课题项目近 10 项，以第一及通讯作者在《Food
Chemistry》
、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
《Tetrahedron Letters》等中英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近 25 篇，第一发
明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参编《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南》、《营养筛查诊断
与评估》
、
《Quality Control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Natural Products》等著
作多部。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宋超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songchao@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营养与健康教育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宋超，硕士，研究员，主要科研领域包括营养与健康教育，饥荒基因与糖尿病、
肥胖关系研究，儿童肥胖与慢性病研究，身体活动，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分析等，曾
主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内项目20余项。以第一作者发表中英文期刊文章30余篇，
参与发表的核心期刊及SCI文章20余篇。撰写的“Variants of 57 Gene Associated
导师简介

with Diabetes in Chinese population born in and after famine period”曾在
国际会议the 10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Clinical Nutrition做特邀报告。
指导参与撰写的“Exposure to Chinese Famine in Prenatal period and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in Adulthood”曾在国际学术会议the IUNS 2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Nutrition作为墙报展示。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宋鹏坤

导师类型

√ 硕导
□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songpk@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老年人群营养与慢性疾病防控

招生类型

√ 统招硕士
□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宋鹏坤，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5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预防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2017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医学博
士学位。主要从事老年人群营养与慢性病防控研究。近五年来，主持中国营养学会营
养科研基金课题 1 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1 项，国家重大公共卫生
导师简介

服务项目、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课题/任务骨干 5 项。在《Nutrients》
、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MJ open》
、《Nutrition
journal》
、
《Frontiers in Nutrition》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
参编十余部科学专著（2 部为副主编），参与 2 项卫生行业标准和 1 项国家标准制
定，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 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孙丽翠

导师类型

√ 硕导
□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sunlc@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肿瘤的化学预防及营养干预，项目质量控制

招生类型

√ 统招硕士
□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孙丽翠，女，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1 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分子生
物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2010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获理学
博士学位。2001-2012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工作，2012 年底至今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工作，目前为质量管理处临时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肿瘤的化学预
导师简介

防与营养干预，长期从事营养学、分子生物学相关的教学、科研及实验室管理与质量
控制工作，主持 2 项北京市自然基金课题，1 项北京市教委科技发展面上项目，作为
骨干成员参与多项国家级和局级课题，获得资质认定（CMA）国家级评审员资格，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 6 项，发表 SCI 文章和核心期刊文章 40 余篇，参编教材
和专著 9 部。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杰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wangjie@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妇幼人群营养与健康，母乳功能组分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王杰，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卫生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06 年在美国 TUFTS 大学类胡萝卜素与健康
实验室作为访问学者开展研究工作。目前主要从事母婴营养与健康队列研究、母乳成
分研究、营养改善策略研究。主持和主要参与了“中国母婴营养与健康队列研究”、
导师简介

“我国母乳成分数据库的建立”、“基于我国母乳组分的特需乳制品创制及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全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中国 0-18 岁儿童营养与健康系统
调查与应用”、“膳食摄入与孕期体重增加对妊娠期糖尿病及机体代谢特征的影响”
等 2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科研项目。发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著 20 余
部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丽娟

导师类型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招生研究方向

营养干预技术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硕导

□博导

wanglj@ninh.chinacdc.cn

□推免直博

王丽娟，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食
品科学硕士学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营养
干预技术的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包括人体营养状况评估、营养改善技术研究、营养
干预及效果评估等。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骨干主持或参与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导师简介

划、卫生行业科研专项、科技部 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合作等科研课
题，及卫健委营养监测及营养改善等项目；主持或参加 7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卫生
行业标准的制修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参编十余部著作；获
2011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8 年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
奖—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竹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angzhu@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医学院校公共卫生营养专业，综合院校食品科学专业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王竹，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3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营养系专
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0 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专业医学
硕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现
任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食物营养评价室主任。主要负责全国食物成分监测，主
导师简介

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专项、农业部转基因专项、国家卫计委卫
生行业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完成多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卫生行业标准、营养团体
标准编制工作，在核心期刊及《Frotiers of Nutrition》等 SCI 收录杂志发表论文
50 多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向雪松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Xiangxs@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膳食营养与肠道微生物互作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向雪松，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3 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获医学学士
学位，2010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营养学会第十届
理事，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益生元与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国科协第十次
导师简介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辟谣平台特聘专家，全球碳水化合物质量
健康联盟亚太分会委员等职务。主要从事领域为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的健康益处、
碳水化合物与肠道菌群关系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粮食行业基金、北京
市科委科技计划、营养学会基金等多项科研基金，发表文章 20 余篇，作为主要参与
人参加了多项国家标准制定和益生菌领域专家共识撰写。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招生专业及代码

徐进
105300 公共卫生

导师类型

硕导

电子邮箱

xujin@cfsa.net.cn

□博导

招生研究方向

食品微生物检验鉴定、耐药性检测、分子分型与溯源、基因组测序分析。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徐进，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2 年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获得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副主任。国际标准
化委员会 ISO/TC34/SC9 微生物组专家、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微生物
分委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国家药品标准物质委员会委员、农村农业部兽药注册评审
咨询专家、中华预防医学会食品卫生分会秘书长、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
普宣传和风险交流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食品微生物检验鉴定、耐药性检测、分子分
型与溯源、基因组测序分析、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益生菌安全性评价与保健食品功
能方法的建立。主持国自然基金《新发食源性致病菌-香港海鸥菌的检测及危险性评
估研究》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冬奥食品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技
术研究” （2020YFF0305003）
；参与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的
食用和饲用安全评价技术》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World Mycotoxin Journal，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卫生研究》
等发表文章 6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徐培培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xupp.ninh.chin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徐培培，博士，副研究员，MPH 导师。2008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理学学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营
养与健康。包括儿童肥胖防控、膳食摄入与健康、微量元素营养状况与健康以及学校
导师简介

供餐和校园营养氛围建设，开展相关领域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分析、机理研究和政
策制定。参与十三五、十四五国家级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和部
级工作任务，个人承担了多个横向课题的研究。参与编著了多部专业报告和论著。发
表中英文论文二十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许娟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xujuan@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学龄儿童饮食及行为与健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许娟，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医科大学获预防医学学士学位与儿
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博士研究生学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现任就职于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要从事我国中小学生营养与健康相关工作及
导师简介

科研和科普宣传，涉及农村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肥胖控制、饮食行为、生长发育等方
面。参与十三五、十四五科技部课题与多项国内外横向课题，以及卫健委、教育部、
妇儿工委工作任务。发表中英文科研论文 20 余篇，参与编写 2 本专业报告和多套科
普书籍。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杨大进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yangdajin@cfsa.net.cn

招生研究方向

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与挖掘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杨大进，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8 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化工系精
细化工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分析化学
专业获博士学位。2011-2012 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交流研究。
现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监测一室主任，负责国家食品安全风险中食品污染和
导师简介

有害因素监测技术与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负责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监测，主
持和参与了科技部“十三五”、国家自然基金、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等多项
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共发表文章 160 余篇，在《food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等 SCI 收录
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编专著 7 部，副主编和参编著作 3 部。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7 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杨倬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yangzhuo@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基于组学的营养评估及营养相关慢性病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杨倬，博士，副研究员，MPH 导师。2008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博
士学位。2010～2012 年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疾控中
心营养与健康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分子营养学与营养相关慢病研究。主持和参与国
导师简介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农业部转基因重大专项和国际合作项目等多
项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Gene Therapy》
， 《Cancer Gene
Therapy》
，
《Journal of Gene Medicine》，
《Antiviral Research》等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近 20 余篇。第一发明人申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殷继永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yinjy@nin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植物化学物提取及其营养功效的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殷继永，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1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食品科学技术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植物化学物提
取及其营养功效的研究、高通量检测技术研究、细胞微流控技术研究。主要参与了国
导师简介

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膳食数据精准采集及营养评估技术的建立”、“保健食品原
料典型风险物质的毒性预警体系与基础毒理数据库构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重
度营养不良用营养补充食品”等科研项目。在《Nutrients》
、
《Biomedical
Environment Sciences》、
《卫生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申请发明专利 3
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招生专业及代码

张继国
105300 公共卫生

招生研究方向

公共营养，营养流行病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类型

√硕导

电子邮箱

zhangjg@ninh.chinacdc.cn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张继国，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4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
院预防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10 年 1-5 月在美国北卡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就
导师简介

职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主要从事公共营养、营养流行病研究。主持和参与
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英减盐行动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中
英文学术论文 5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张双庆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电子邮箱

zsq410@163.com

招生研究方向

认知功能，营养素靶向递送系统，营养与代谢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张双庆，博士，研究员。1999 年与 2002 年在沈阳药科大学分别获药剂学学士和
硕士学位，2005 年在北京大学获药剂学博士学位。2005 年至 2008 年，在美国密西西
比大学和德州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新加坡国
立大学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现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方向为营养素靶向递送系
统、代谢动力学、营养与代谢。在 Food Chemistry、Molecular Nutrition & Food
Research、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等期刊上发表 93 篇第一及通讯作者文
导师简介

章。主编《食品毒理学》、
《营养组学》、《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理论与实践》、《肠
道微生物组与健康》
、
《Quality Control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Natural
Products》
、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南》、
《保健食品代谢动力学》和《毒代动力
学》8 部中英文教材及专著，参编中英文专著 4 部。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3 项。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科技部、教育部和人社部等科研项目。
担任 Current Drug Metabolism（IF 3.408）
、Journal of Analytical Methods
in Chemistry（IF 2.594）
、中国抗生素杂志、国外医药抗生素分册等期刊特邀主编
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