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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我国居民营养现状及对策

王海玲 主任医师

内蒙古自治区疾控中心 副主任 内蒙古医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

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锡盟西苏旗白音哈尔苏木任乡卫生干事、西苏旗

卫生局工作。1986 年调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现内蒙古自治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01 年 11 月，机构改革后任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办

公室主任。2002 年 2月起，任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报告内容简介：介绍我国和我区居民营养缺乏和营养失衡的两大现状，

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居民营养不良状况虽得到一定改善，但仍存在营养缺乏

导致的儿童低体重、发育迟缓、贫血等以及营养过剩导致的超重、肥胖、

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目前慢性病在我国已成为死亡主因素，营养改善

工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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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雪松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 副研究员/博士

主要从事食物营养评价技术、食物营养成分分析技术、食物成分数据库建

设。主要集中建立和完善碳水化合物消化特性的体内外评价方法；生物素对糖

脂代谢影响及其机制研究；食物成分与健康膳食搭配及糖尿病干预措施研究。

石羽杰 博士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奶粉事业部技术研发部 高级科学家

主要从事营养与健康的研究，涉及领域包括中老年营养、婴幼

儿营养。2009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在雀巢营养研究中心工作 7

年，担任过分析科学家和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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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雪松副研究员 糖与健康关系的科学证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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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专题专家介绍

孟和毕力格 教授/博导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 农业部东北区域农业微生物资源利用科学观测实验站站长

从事食品微生物、乳酸菌及民族乳制品研究开发。近年主持 1 项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主持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工作网页：http://spy.imau.edu.cn/info/1129/5166.htm

报告内容简介：主要肠道微生态的概念、人类肠道宏基因组和人类微生物组

计划、肠道主要微生物、蒙古族健康人群肠道菌群研究、蒙古族人群肠道核心菌

群研究五个方面进行阐述，该报告内容深入浅出，现场讨论及提问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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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日木图 教授/博导

著名学者和实业家。主要从事畜产品加工，乳酸菌研究，骆驼研究和产

品开发工作。国际双峰驼学会理事长、中国畜牧业协会骆驼分会会长、内蒙

古骆驼研究院院长、中蒙联合分子实验室主任。主编出版有关骆驼、野骆驼

专著多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国际高影响力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工作主页：http://spy.imau.edu.cn/info/1129/5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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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特约撰稿

益生菌与肠道黏膜免疫研究进展

张鑫，郭军*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摘 要：肠道堪称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和免疫应答场所，这不仅在于其巨大的表面积、肠壁内存在的大量

黏膜淋巴样组织、抗体和细胞因子，而且越来越不可忽略的是，肠管内和肠黏膜表面有种类和数量庞大的

共生共栖菌群。健康人肠道中益生菌占优势，不仅发挥着拮抗排斥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而且尤为重要的是

益生菌能刺激、增强和调节黏膜免疫系统，在肠道和全身免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益生菌对肠道和健康的

影响，以及对一些疾病的治疗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当今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关键词：益生菌；肠道黏膜；免疫

益生菌（Probiotics）是一类能在肠道内定植并改善菌群平衡，对宿主产生健康功效的活性微生物[1]。

人类胃肠道益生菌主要有乳酸杆菌、双歧杆菌、部分大肠杆菌和肠球菌，其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是优势

菌种[2]。大量研究证实益生菌可有效地改善肠道菌群结构平衡，从而减轻肠功能紊乱[3]，促进宿主黏膜免疫

功能[4]。

1益生菌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人类肠道中共生共栖的细菌数量和种类都十分庞大，细菌总数可达 1014个，占人体总微生物量的 78%，

约 30属 500余种[5]，这个庞大的体内微生物共同体构成了复杂的“肠道微生态系统”（Intestinal

microecosystem, Intestinal microflora）。肠道微生物之间有旳是共栖关系，有的则是拮抗关系，以食糜和肠

道分泌物为营养，不断增殖，又随着粪便被排出体外，成为湿粪便的一个主要成分。健康人群肠道菌群以

益生菌为优势菌群，并保持菌种类型和数量的稳定。有益菌粘附于肠黏膜表面，构成了肠道的一层“微生

物屏障”（microbial barrier），通过占位、竞争、分泌有机酸及抑杀菌肽等机制，抑制致病菌和条件致病

菌的入侵和生长，从而保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6, 7]。

2 益生菌对肠道黏膜免疫的影响

胃肠道黏膜由黏膜上皮细胞构成了一道机械屏障，对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易位与感染有阻挡和延缓作用。

人和哺乳动物胃肠道面积十分巨大，由于存在皱襞、绒毛和微绒毛等结构，仅胃肠道黏膜面积大约 400m2，

而成年人体表面积也不过 1.5m2~2.0m2[8]，显然肠道是人体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流的最大门户和最重要的“国

境线”，也是最大的免疫应答场所，因此肠道免疫十分重要，肠道黏膜上皮细胞上，以及黏膜下和黏膜固

有层中存在大量散在无被膜的淋巴结样组织和游离的免疫细胞，称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也称肠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GALT）。MALT对粘附黏

膜表面和浸入黏膜下层的微生物具有过滤和清除作用，是主要的肠道黏膜免疫细胞和组织[9]。而黏膜表面

定居的益生菌，虽不具有侵袭性，但因本身也存在病原微生物共有的或相似的抗原（Antigen，即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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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微生物蛋白等成分）和低聚糖等丝裂原（Mitogin，可促进免疫细胞非特异分裂增殖），对黏膜免疫细

胞和免疫组织同样有刺激和增强作用。有研究表明益生菌进入黏膜下层被巨噬细胞吞噬，可增强黏膜局部

免疫系统，这种细胞和体液免疫的增强作用，也可提高抗肿瘤作用 [10]，可见益生菌对肠道免疫作用是多方

面的。

2.1促进肠黏膜免疫系统的发育

有益菌的抗原刺激黏膜M细胞，从而刺激和促进肠道黏膜免疫系统的发育，激活吞噬细胞和 B淋巴细

胞，使 B淋巴细胞在黏膜淋巴样组织中形成生发中心（淋巴滤泡），并转为浆细胞分泌黏膜抗体 IgA。益

生菌不仅可使幼龄动物免疫系统发育成熟，还可改变其生成抗体的类型，表现免疫调节活力[11]。

肠道黏膜上皮细胞间和黏膜下分布的免疫细胞共同生长发育，在小肠和大肠固有层存在成群的排成线

状的派伊尔氏集合淋巴小结（Peyer’s patches，简称 PP 结或派氏淋巴结），是介导肠道黏膜免疫的重要淋

巴组织，这里吞噬和提呈（提呈）病原微生物抗原，产生黏膜抗体 IgA 等。益生菌虽不是致病菌，但可刺

激黏膜免疫系统发生免疫应答，刺激黏膜下派氏淋巴细胞增殖形成生发中心，分化为浆细胞分泌 IgA抗体

[12]。无菌动物肠黏膜派氏淋巴结数量比正常动物少很多，而且分泌 IgA 的 B淋巴细胞大约是正常动物的

10%。恢复到有菌环境，实验动物免疫系统就可正常发育。新生儿肠道内益生菌定植越早，外周血分泌 IgA

的 B细胞出现就越早，同时外周血 IgA出现也越早[13]。

2.2 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

自古有“病从口入”之说，显然肠道是机体最大的门户和“海关”，通过机械屏障、化学屏障和微生

物屏障阻止病原微生物的入侵，最后经免疫屏障（系统）排斥和消灭入侵者。机械屏障主要靠肠黏膜上皮

细胞、细胞间紧密连接构，还有益生菌的占位效应，能有效阻止细菌穿透黏膜进入深部组织，是肠黏膜屏

障的结构基础[14]；化学屏障是指肠道免疫系统分泌的免疫分子和益生菌产生的抑菌杀菌物质；微生物屏障，

则是指益生菌群的综合屏障和免疫增强作用。研究发现益生菌可通过多种途径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1）

通过调控肠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普通酸奶发酵菌嗜热链球菌和嗜酸乳杆菌可以促进黏膜细胞紧密连接蛋

白和细胞骨架蛋白的磷酸化，从而加强黏膜细胞的屏障机能[15]；（2）益生菌通过占位效应与致病微生物竞

争黏膜细胞上的附着位点，从而限制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和繁殖[16]；（3）益生菌可抑制肠黏膜细胞的溶破和

凋亡，从而维护胃肠黏膜的完整性[17]；（4）有些益生菌可产生抗菌肽和溶菌酶，被粘附益生菌的黏膜上皮

细胞也可分泌一种黏蛋白，可束缚致病微生物，这些物质属于天然免疫物质，有助于肠道预防感染和调节

免疫系统[18]。

2.3 促进免疫耐受建立

过于强烈的免疫应答为免疫超敏反应，即过敏，是对机体有害的免疫反应。免疫耐受即对某些食物及

环境常见抗原或半抗原发生的不应答或负应答。GALT对入侵的病原菌进行有效的免疫排斥与清除的同时，

可阻止机体对共栖菌和食物蛋白产生免疫反应以建立免疫耐受[19]。研究发现，分别给普通小鼠和无菌小鼠

喂食高剂量的卵白蛋白，前者可建立口服耐受，而无菌小鼠因体内 GALT发育不健全，T淋巴细胞功能不

完善，无法分泌足量的 TGF和 IL-10，促使 Th2细胞极化增强，无明显作用不易于口服耐受的建立。将婴

19



内蒙古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

儿双歧杆菌定植到新生无菌小鼠的肠道后，即可形成对卵白蛋白的口服耐受，说明益生菌通过促进免疫系

统的生长发育，影响口服耐受的建立[20]。

2.4调节肠道黏膜免疫的作用

益生菌在肠道起免疫佐剂的作用参与活化 GALT，诱导 T、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增

强 sIgA 抗体的分泌，提高免疫识别力，促进机体的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机能[21]。

2.4.1免疫调节活性成分

益生菌多数为非病原性革兰氏阳性菌，肽聚糖、多糖和脂磷壁酸是有益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具有免

疫刺激特性（也称丝裂原作用）。肽聚糖能直接活化机体内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等免疫细胞，

被活化的巨噬细胞可释放细胞因子以及蛋白酶，如组织蛋白酶和弹性蛋白酶等物质。革兰氏阳性菌细胞质

膜上的脂磷壁酸，能够穿过细胞壁肽聚糖延伸至细胞壁表面，通过结合分泌性 CD14（脂多糖受体）来抑制

肠道病原菌的脂多糖对肠上皮细胞的作用，从而控制其引起的炎症反应[11]。

2.4.2刺激黏膜免疫应答

益生菌在黏膜表面和黏膜下层被肠黏膜淋巴样组织中的巨噬细胞吞噬并提取特征抗原传递给 T、B淋

巴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低剂量的抗原可刺激调节性 T细胞分化，引起主动性免疫抑制，其机制可能通过

细胞因子 IL-4、IL-10 和转移生长因子-β（TGF- β）的调节作用，使 Th0 细胞分化为 Th2 细胞，刺激 B细

胞分泌 IgE，抑制 Th1细胞的分化，使机体产生口服耐受。反之，高剂量的抗原可导致克隆排除和无能，

使 T细胞不产生细胞因子和增殖，直接进入无应答状态。最适剂量的抗原可促进 Th0细胞向 Th1细胞的分

化，Th1细胞刺激 B细胞分泌 sIgA，抑制 IgE的分泌，由 Th1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IL-2、IFN-α、IFN-β

和 TNF-α)有抑制肿瘤和病毒生长的作用[22]。益生菌刺激肠黏膜免疫应答的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益生菌刺激肠黏膜反应示意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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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影响抗原提呈细胞的活性

益生菌能增强非特异性免疫的功能，通过加强吞噬细胞（Mφ）、树突状细胞（DCs）等抗原提呈细胞

（APCs）的吞噬活力、抗原提呈能力和 NK细胞的细胞毒性，以及细胞因子的表达（如促炎因子 IL-12、

IFN-γ、TNF-α，抑炎因子 TGF-β、IL-10）来控制炎症反应的强度等[24]。常见的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

和乳酸杆菌均可有效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25]，动物实验显示，给肿瘤模型小鼠喂食干酪乳杆菌后刺激

巨噬细胞分泌 IL-12 和 IFN-γ，脾细胞中 NK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显著增加，肿瘤生长缓慢，小鼠存活时间

延长[26]。活性双歧杆菌对促进肠道固有层树突状细胞的增殖有很好的效果[27]，乳杆菌通过调节树突状细胞

分泌 TNF-α、INF-γ、IL-12等促炎细胞因子，增强机体抵抗病毒的能力[28, 29]。

2.4.4刺激 sIgA的分泌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secretory IgA, sIgA）是肠道黏膜免疫应答的主要产物，分布在肠道黏膜上，具

抗蛋白酶分解的保护肽链。sIgA通过结合抗原阻止病原菌的入侵保护肠黏膜上皮细胞，促进消化道黏膜防

御功能，是遏止有害菌在肠黏膜粘附和定植的第一道生化防线[30]。在肠道黏膜定植的益生菌，促进 T、B

淋巴细胞对抗原刺激的反应性，发挥特异性免疫作用刺激肠黏膜内的相关淋巴组织，诱导 sIgA 的分泌。益

生菌及其代谢产物作为抗原物质被M细胞吞噬或内化形成内体，M细胞是一类特化的上皮细胞，其肠腔面

形成不规则的微褶皱，且表面无黏液层覆盖，可直接接触肠腔内抗原及颗粒状的微生物，M细胞内的抗原

快速释放并被 DCs摄取，后者随之迁移至 PP 结 T细胞区或系膜淋巴结，将抗原提呈给初始 T细胞[9]，激

活 Th2细胞，产生大量 IL-5（有效的 IgA 产生因子），活化 PP 结生发中心的 B淋巴细胞，使其转化为浆

细胞分泌 IgA，提高 sIgA 的含量水平。益生菌与其他菌群和一些病毒有共同或相似抗原，sIgA 可利用胞

吞转运的方式包被细菌和病毒，结合其表面特异性结合位点，避免有害菌和病毒在肠上皮粘附和穿透，并

中和其侵袭力和毒素，增强免疫系统排斥力，从而下调由过敏原引起的炎症反应，以及缓解胃炎、腹泻等

疾病[31]。婴幼儿肠道内环境不稳定，菌群易失调，随着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大量减少，sIgA分泌

水平显著降低，以致消化道黏膜不能有效防御食源性抗原的入侵，导致幼儿患者血清内出现 IgE（抗食物

蛋白抗体），从而发生超敏反应[32, 33]。

2.4.5调节肠上皮信号通路

当细菌突破多重多糖-蛋白质复合物、黏液素、sIgA以及抗微生物肽的防卫后进一步与肠上皮细胞接触。

肠腔上皮细胞可直接识别通过先天免疫系统的共生菌和病原菌，这种识别由许多细菌标志物的编码模式识

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也称模式识别分子（pattern recognition molecule，PRM）所介导。

这些 PRM特异地识别病原体相关的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PAMP）或者是微生

物相关的分子模式（microb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MAMP），以此来促进或抑制机体的炎症反应[34]。

特定的益生菌与肠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可影响其他免疫细胞[35]，有些益生菌能与表达在免疫细胞和肠

上皮细胞膜上的抗原模式识别受体（PRR）相结合，两类 PRM在病原体的识别中起重要作用，即 Toll样受

体（Toll-like receptor ，TLR）和 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 ，NLR）。肠道菌群可诱导肠道淋巴滤

泡细胞高度表达 NOD-1，在革兰氏阴性菌的刺激下诱导生成淋巴滤泡[36]。当肠黏膜上皮细胞受损后，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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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主要通过与肠黏膜上皮细胞 TLRs和 NODs 两种受体的结合来诱导上皮细胞增殖，增强肠黏膜上皮细胞

之间的连接，抑制致病菌所致上皮细胞的炎症反应，最大程度激发免疫应答维持肠道稳态[37]。益生菌可通

过影响 TLRs信号通路调节免疫反应，由 TLR诱导先天免疫导致抗微生物肽、干扰素、促炎性细胞因子、

抗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产生，TLR还可通过激活树突状细胞驱动 T细胞应答，调节 T细胞和 B细胞的

活性，继而触发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38, 39]。

3 益生菌对疾病的治疗作用

伴随益生菌与肠黏膜免疫关系研究的深入，对益生菌的应用也愈加广泛，大量有益肠道的功能性食品

和益生菌制剂不断涌现，许多临床试验和体外研究均表明，益生菌可通过各种免疫效应（图 2）在修复肠

道屏障功能、刺激免疫应答、缓解过敏症状和治疗肠道疾病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图 2 益生菌对先天性/获得性免疫的调节作用[40] 

3.1 食物过敏（food allergy, FA）

食物过敏是在免疫系统介导下，机体对食源性蛋白产生的一种不良免疫反应，曾尝试通过减少对过敏

原的摄入来防止过敏反应发生，但对于易过敏体质的人群来说，效果并不理想只能暂时缓解过敏症状，却

不能治愈过敏症。诱导免疫耐受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目前的卫生条件下，充分接触外界细菌后很

难达到脱敏，因此益生菌制剂对免疫系统和免疫应答的调节作用日益受到重视[41]。

食物过敏患者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屏障被破坏、肠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大，肠道免疫系统对食物抗原和

微生物代谢产物获取量增加，促使 Th2 反应加剧，。经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治疗后，除可减少炎

症因子的释放，弱化过敏时肠道的炎症反应，修复肠道屏障功能，还可抑制机体对过敏原的 Th2极化，促

进 Thl细胞分化和发育，增加黏膜中 sIgA的含量，预防肠道过敏反应的发生，益生菌可维持模型动物体内

Th1和 Th2的免疫动态平衡起防治食物过敏的作用，但是益生菌对食物过敏的治疗目前还局限于实验研究，

未大规模引入到临床治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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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类不

明发病机制的慢性胃肠道炎症疾病，研究认为 IBD是肠道菌群、宿主遗传易感性和黏膜免疫因素三者相互

作用结果。随着现代社会饮食结构与环境的变化，抗生素药品的广泛使用以及心理压力等原因的影响下，

IBD发病率逐年升高影响世界总人口的 3%-5%，因此预防和治疗 IBD成为各国学者的关注热点[16, 43]。 IBD

患者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肠梗阻、黏液浓血便或体重减轻等症状，IBD目前无特效药可治愈，但益生

菌的免疫调节作用可能对 IBD有效果，通过竞争粘附位点和营养物质、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调节肠黏膜

免疫耐受以及干扰炎症反应，减轻 IBD的症状，甚至可以长期缓解其症状 [44] ，一项关于益生菌对炎症性

肠病作用疗效的 meta 分析中显示，益生菌在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诱导缓解和缓解期维持方面疗效较理想，

但对克罗恩病治疗和控制方面无明显优势[45]，目前益生菌应用肠道疾病治疗研究较少，需开展更高质量的

临床研究以提供新的治疗途径。

3.3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

IBS 是在工业化国家（影响人口的 10%～15%）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常见的一种功能性肠病，其典型症

状为反复的，伴随腹胀、腹痛、排便频率改变以及粪便性状异常为特点的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 IBS为多

因素疾病其发病机制仍在研究当中，可能与胃肠道动力学异常、内脏感觉神经障碍、免疫异常、肠道感染

以及精神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多项研究指向 IBS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主要表现为有益

菌数量减少如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有害菌属数量增加如大肠埃希菌、类杆菌和肠杆菌等，以及肠道定植抗

力明显降低[46]。

目前对 IBS患者只能对症治疗，已有几种化学药物应用于 IBS临床，但长期服用引起的副作用明显，

患者服用益生菌后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且通过调节免疫、结肠代谢产物、降低内脏敏感性和结肠动力等

来改善 IBS的症状。一项采用婴儿双歧杆菌对 360例 IBS 患者治疗的研究中，患者主要症状和总体评价均

有改善，超安慰剂组 20%，差异显著[47]，且益生菌组合使用比单独使用菌株治疗效果更佳[48]。目前的疗效

无论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药物联用，益生菌在提高治愈率以及缓解症状等方面表现良好。

4结语

总之益生菌不仅调节肠道菌群、通过占位效应、分泌抑菌杀菌物质拮抗致病和条件致病微生物，而且

可以增强和修复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屏障，刺激、增强和调节肠道免疫和全身免疫。近年来益生菌治疗逐渐

成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新手段，但在临床研究中制约益生菌使用效果的因素仍有很多，需深入阐明其与肠

黏膜免疫之间的具体关系和作用机制，这对益生菌的合理开发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3



内蒙古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

吉日木图教授 骆驼乳的保健功能研究和开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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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专题专家介绍

王文丽 副主任医师

内蒙古妇幼保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婴幼儿喂养咨询、儿童营养缺乏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膳食营养指导及儿童铅中毒的防治。熟练掌握儿童常见心理问题的识

别，同时掌握多项心理测试技能，尤其在儿童多动症、遗尿症的诊断治疗方

面有较丰富的经验。

张鑫 硕士研究生

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为营养与食品安全。曾担任内蒙古第二届营养与

食品安全学术年会论文集主编，并制作论文 Poster 获优秀一

等奖。多次参与全民营养周宣传海报设计等工作。



Poster交流环节

        本次第三届内蒙古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学会理事、

会员参与热情十分高涨，投稿众多。Poster 评比环节，更有来

自不同地区的 16 幅作品参展，为 11 月 3 日的会议走廊增添了

一抹亮丽的风景。

会议 Poster交流和评比环节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董同力嘎教授在 Poster 交流评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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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丽副主任医师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基线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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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专题专家介绍

王红霞 主任医师

呼和浩特市疾控中心 主任医师 

参与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与应急处置；主持完成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厅医药科技项目《呼和浩特市成人慢性病流行现状及危险因素的研究》；

作为主研人员完成《食品安全检验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及《呼和浩特地区

市售蔬菜农药残留现状研究》。 

报告内容简介：系统地介绍近年呼和浩特市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测情况，

其中食醋、馒头、粉条、大米、莜麦粉、小米合格率为 100%，蜜饯类和油炸膨

化类休闲食品，合格率是最低的。该报告十分接地气，受到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工作组成员  

  15 级  张  鑫   张晓儒  刘美玲 
  16 级  鄂晶晶   吕  娇  王  燕  郝  梦  冯利芳 
  17 级  雒  帅   刘梦静  刘宇婷  郭珍琪  乌恩其  黄亚东 
  13 级  刘莉敏   李莎莎  12 级   闫  超  
  14 级  张  晶   高玎玲  木其尔  顾翔宇 
指导教师  郭 军 教  授 

工作组代表作品 

  2015 年 4 月  内蒙古首届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5 年 9 月  营养与食品安全国际讲坛 食物真实性与营养素安全论文集 

  2016 年 5 月  2016 年全民营养周宣传及海报设计  

  2016 年 11 月  内蒙古第二届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7 年 5 月  2017 年全民营养周宣传及海报设计 

  2017 年 11 月  内蒙古第三届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论文集 

奋斗中的“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大家庭合影



内蒙古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

王红霞主任医师 呼和浩特市流通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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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营养与食品安全学术年会

呼和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科科长 王红霞主任医师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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