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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赫宁根大学全称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 简称 Wageningen UR、WUR，是荷兰 14 所 U 类
大学之一，在荷兰高等教育指南上高居榜首，在生命科学领域是欧洲大学的领头羊之一.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enter 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

Food Safety Institute, RIKILT 食品安全研究所
食品安全研究所（RIKILT）拥有约 200 名员工，致力于对食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行独立

研究；在测量各类食品成分，如兽药、杀虫剂和包括二恶英、多氯联苯和重金属在内的污染物
方面，拥有广泛和专业的分析方法；当发生食品紧急情况和环境事件时，RIKILT 随时准备为针
对环境事件和食品危机进行部署，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色：专注测量物质、检测食品成分及检测食品欺诈

研究营养成分构成和影响
食品安全生产知识
参考实验室；全天候的危机处理功能
客户包括（国外）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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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8th Sept 9月 8日 周二 上下午，西区图书馆 “书缘”会议室

Introduction RIKILT, Wageningen UR 瓦大和食品安全研究所介绍

Introduction to Food Fraud 食物造假

Authentication of organic foods 有机食品鉴别技术

Portable spectroscopics for food authentication 便携式光谱仪检测食物造假

Current research on Antibiotics 抗生素研究进展

Residue analysis within EU law 欧盟法律框架下的化学残留检测

Detection of GMO’s 食物中人工基因的检测

Quality and quality control 质量与品质控制

Wednesday 9th Sept 9月 9日 周三

Class7-8: Food fraud, authenticity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 Part 1

食物真实性鉴别技术 第一部 (博学楼 309 4:40-6:30)

 Class 9: Introduction to chemometrics 化学计量学入门 ★

· Class 10: Hands-on with The Unscrambler: Data visualization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化学计量学软件 Unscrambler: 数据可视化和主成分分析

第 9-10节，博学楼 309 晚 7:30-9:20）★ 互动课 最好带笔记本电脑，充好电！

Thursday 10th Sept 9月 10日 周四 博学楼 1-2节 博学楼 209，9-10节 309

Class 1-2: Food fraud, authenticity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 Part 2

Class 9-10: Hands-on with The Unscrambler: Data pre-treatment and PCA outliers 化

学计量学软件 Unscrambler ★ 互动课最好带笔记本电脑，充好电！

Friday 11th Sept (lets discuss on Monday) 9月 11日 星期五 乳品楼早 8:00~

Portable spectroscopics: Star Trek in our Pockets 口袋式光谱仪 Star Trek

Another lecture on Food Fraud 其他食物造假检测技术

More Chemometrics, Hands-on 化学计量学深入★

内蒙古营养学会、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系

咨询与联络：郭老师 0471-4317891

2015 食品安全和高级食品分析拓展课

免费课，莫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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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 上午 9:00-9:30，Yannick Weesepoel 博士主要介绍欧洲的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体系、瓦大食品安全研究所 RIKILT 在荷兰和欧盟的作用，以及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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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 上午 9:30-10:15 Yannick 博士介绍了食品造假的相关内容和瓦大食品安

全研究所化学计量学鉴别技术的现有成果，及之后培训课内容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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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宣传海报-瓦大食品安全研究所 研究员 Yannick Weesepoel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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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 上午10:20-11:20 李建文博士对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及其健康风险进行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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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 上午11:30-12:30中国CDC营养与健康所博士/研究员 王竹 具体阐述了建

立营养素数据库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实验数据测定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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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系实验室为完成内蒙古地区特色

食物营养成分数据库课题采集的部分乳样

（2014 年 9 月-2015 年 4 月）

样品标签及包装 样品解冻 样品切丁

样品保存样品粉碎 样品保存

内农大食品安全系实验室为完成内蒙古地区特色食物营养成分数据库课题，对所采肉样进行液氮粉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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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下午 2:30，Yannick 博士介绍了化学计量学技术在鉴别造假或不同类别食
品等方面的应用。以鉴别有机/非有机鸡蛋方法为例，从样品的采集、处理到检测和数据分析
都做了详细的阐述；之后简单介绍了利用牛乳脂肪酸判别饲养方式、有机/普通小麦以及不同
类别咖啡的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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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 下午 4:40-6:30，Yannick 博士为内蒙古农大食品院博、硕士生和双语教

学本科生讲授化学计量学基础知识，展示了便携式光谱仪在鉴别食品中的应用，其特点为在
不破坏食品包装的条件下，即可采集其光谱数据，利用化学计量学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建
立食物真假判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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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晚至 10 日，Yannick 博士为同学们展示了 Unscrambler 软件，并进
行了试用版的互动学习。以橄榄油、玉米油、红花油光谱扫描数据为例，详细地演示了数据
的建立、前处理和 PCA、 PLS-DA 等分析方法的操作；有趣地利用游戏“Duck Hunt”引出近
红外光谱技术(NIR),他表示 NIR 不仅能开发游戏或遥控电视机……，还可以分析食物成分、
鉴别食物真假！

9 月 11 日上午，集中介绍了对光谱数据处理的一种化学计量学方法-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当光谱数据出现基线漂移或峰位移动时，用 PCA 等方法
无法完成食品鉴别模型的建立，此时应使用 SVM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建立判别模型。
Yannick 博士通过实例演示了 SVM 对数据的处理过程、软件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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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院食品安全系实验室化学计量学相关研究结果

1 王倩.内蒙古牛羊肉脂肪酸测定及其特征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2014.

图 不同动物脂肪酸指纹 PCA 分析图

2 闫超.内蒙古荞麦黄酮类化合物测定及特征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2015.

图 甜荞、苦荞和小麦 PCA得分向量图

3 刘莉敏，郭军等.蜂胶乙醇提取物 UPLC-Q-TOF-MS 指纹特征初探[J].食品科学，2014,35(18):96-99

甜荞

苦荞

小麦

A. MS

小麦

苦荞

甜荞

B. HPLC

图 3 蜂胶总质谱数据 PCA 分析得分向量图

Fig.3 PCA Score plot of total mass spectrum of 9 propolis

注：⑴ 一种颜色代表一种蜂胶，每种蜂胶做了三个平行测定；⑵ 1和 4脱离了其他 7种蜂

胶高悬上方，说明这两种蜂胶的总质谱特征与其他有很大差异。2、3为国产市售蜂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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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ick Weesepoel

博士与伊利集团创

新中心（云战友博

士）和集团质量管

理部（李翠枝、王

云霞）专家进行技

术交流。

郭军和乌云达来教授以蒙古礼仪为 Yannick Weesepoel 博士接风洗尘

中国营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食物营养评价室主任王竹研究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物营

养素风险和化学残留风险评估专家李建文副研究员进行专题讲座；双全教授/副院长对农大博硕士双语本科生作专家和课程介绍

Weesepoel 博士

在食品学院食

品质量与安全

系指导师生

校内外师生在博学楼与图书馆会议室及乳品楼会议室听 Yannick Weesepoel 博士的专题课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张星杰书记致欢迎辞和祝词
内蒙古营养学会理事长、内蒙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专家 王齐田 主任医师致开幕词

Weesepoel 博士

介绍食品安全

研究所的工作



Weesepoel 博士晚上的课程，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食品

质量与安全系主任 郭军教授 担任翻译和讲解

交流探讨

高级讲座 — 支持向量机讲解（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郭军老师担任翻译。Yannick：“PCA、SIMCA 和 PLS-DA

不能判别的光谱指纹，有了 SVM 就得到了解决！这在欧洲 6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郭军教授：“对我们来说，在你到来之前

就是不能想象的！”

Yannick Weesepoel 在教师节参加郭军教授

研究生组织的活动！

实验室的青春会务组成员：

从左起依次为：张晶、张晓儒、木其尔、刘美玲、

刘莉敏、顾翔宇、张鑫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简 介

食品学院始建于 1988 年，该院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下迅

猛发展。目前该院在校本科生 1794 人，60 个班，平均每年

级 15 个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40 人，硕士生研究生 183

人，另有在职研究生 160 余人。为自治区内外食品和其他行

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本院设有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

与安全、包装工程和酿酒工程等四个本科专业；拥有食品科

学与工程一级博（硕）士学位授权点，食品科学、农产品加

工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水产品加工和畜

产品安全生产等 5个二级博（硕）士学位授权点。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是自治区品牌专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

是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

该院科研和开发实力紧跟国内同类院校发展水平，特别

是乳肉科学与工程、食品生物技术和包装工程领域的部分研

究已达国际水平。

该院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科研和实践教学平台有，“乳品

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乳品生物技术”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畜产品加工”国家级特色优势学科专

项资助实验室；“乳制品研究”自治区重点开放实验室、

“畜产品加工”内蒙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中日政府合

作项目“益得”乳品实验厂。另还有“食品质量与安全实验

室”、“果蔬加工实验室”、“粮油加工实验室”等常规教

学和一般科研开发实验室。

近年博士研究生专业和研究方向（注：以当年招生信息为准）

专 业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食品科学 肉制品科学与技术 靳烨、格日勒图、贺银凤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乳制品生物技术与工程 张和平、孙天松、吉日木图、孟和毕力格

植物食品资源利用 张美莉

食品包装与储运 董同力嘎

近年硕士研究生专业和研究方向（注：以当年招生信息为准）

专 业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食品科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靳烨、郭军

食品微生物 孟和毕力格、殷文政、王俊国、乌云达来

陈忠军、陈霞
食品生物技术 格日勒图、孙天松、双全、高爱武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乳、肉生物技术与加工工程 张和平、吉日木图、白英

肉制品科学与技术 贺银凤、莎丽娜、赵丽华

植物资源加工与保鲜技术 韩育梅、李正英

食品包装与储运 董同力嘎、范贵生、杨晓清、孙文秀

发酵工程 微生物与发酵工程 孙天松、陈忠军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粮油及植物蛋白工程 张美莉、包小兰

http://spy.imau.edu.cn/info/1023/2287.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4/2297.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3/2264.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2/2255.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3/2301.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2/2251.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2/2248.htm
http://spy.imau.edu.cn/info/1023/2259.htm


内蒙古生理科学学会 1983 年恢复学会活动后成立了营养学分会，内蒙古医学院林士英教授任营养分会

理事长，呼市防疫站柴崇山老师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生福老师任副秘书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学会

挂靠在内蒙古医学院。2000 年 12 月换届呼市防疫站狄妙香教授任理事长，内蒙古医学院杜生福教授任常务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包头医学院许秀举教授任副理事长。经过五年的积极筹备，2006 年营养学分会晋升为

一级学会—内蒙古营养学会。

多年来本学会积极致力于公共营养、临床营养和妇幼营养领域的宣教工作和学术交流，2008 年获得中

国营养学会宣传贯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先进地方学会；2006 年 12 月中国营养学会授权内蒙古营养学会

为内蒙古地区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2008 年内蒙古劳动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批准本学会为“公共营养师培

训点”。先后举办公共营养师培训班 12 期，培训学员 360 多人。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内蒙古科协)成立于 1958 年。是党领导下的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

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我区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内蒙古科协经过 40 年的发展，拥有理、

工、农、医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性学术团体 2000 多个，会员达 11 万人。近年来，内蒙古科协充

分发挥科普工作的主力军、学术交流的主渠道、对外民间科技交流的主要代表的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Inner Mongoli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执行主编：张晶 刘莉敏

编辑校对：顾翔宇 木其尔 高玎玲 张鑫 张晓儒 刘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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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营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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