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第四届中国食品科学青年论坛通知（第二轮）

近年来，我国食品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了食品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快速

提升，为展示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促进食品科学领域青年学者之间的学

术交流，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工商大学承办的“第

四届中国食品科学青年论坛”拟于2019年9月21-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将邀

请国内食品及相关领域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青获得者及管理专家就

如何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进行报告。

一、论坛主题

汇聚食品青年才俊，展示学科发展动态。

把握基金时代导向，领略食品学术前沿。

二、论坛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9年 9月 21-22日，20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中国科技会堂

具体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号

三、论坛内容

论坛以学术交流形式，分为大会邀请报告和青年学术报告两部分内容。

 大会邀请报告

国内食品及相关领域专家、杰青、优青获得者和自然科学基金管理专家就如

何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及基金申请进行报告。

 青年学术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及其他青年学者进行学术报告。每个

报告 PPT 演讲 15 分钟，讨论 5 分钟。

四、论坛专题（征文内容）

食品原料学（C2001）

食品生物化学（C2002）



食品微生物学（C2003）

食品营养学（C2004）

食品加工的生物学基础（C2005）

食品贮藏与保鲜（C2006）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C2007）

食品风味化学与感官评价（C2008）

食品科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C2009）

五、会议报名

注册费：1400 元/人（含会议期间餐费和资料费），交通住宿费自理。如确

认参会，请于7 月30 日前发送参会回执至spkx2019@sina.com（参会回执和征文

均请发送至此邮箱）。

可通过以下方式支付注册费：

1、银行转账（人民币）：

开户名称：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阜成路支行

银行账户：11001085400053004357

注意：备注中请注明姓名、单位、（参加青年论坛），发票抬头、税号（注册费

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联系人手机。

提前交费到学会的参会代表，注册费发票在会议报到时统一发放。

2、现场注册、缴费：接收现金或银行卡支付。

六、论坛征文

（1）本次论坛会议期间将出版《论文摘要集》，要求参会人员提交论文的中英

文摘要及全文。收录论文摘要由评审组评议决定。2019年9月5日前评审组确定报

告名单，通知报告人准备PPT。

（2）本次论坛的会议论文经评审组评审，优秀的国家及各省市青年基金项目论

文（未公开发表）拟在《中国食品学报》（EI）青年基金专刊（正刊）刊登，论

文要求及格式参见附件。

（3）2019年8月20日为参会回执（附件1）和论文摘要的截止日期，参会人员务

必提交论文题目和摘要，并在回执中明确报告意向；2019年8月30日前提交论文



全文，并在邮件中注明是否同意在《中国食品学报》上发表。对同意发表的作者

需承诺未一稿多投。

（4）征文要求：

1、征集2017年1月以来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及全文。

2、有意向在《中国食品学报》专刊发表的论文需为国家及各省市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资助的在研项目。征文请勿涉及保密内容，请作者确保论文内容

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文责自负。

3、文稿请用word 录入排版，论文摘要格式参见附件，论文摘要字数300～

400字，需同时提供中文、英文摘要（研究性论文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

果、讨论4 项内容）；

4、在论文摘要之后请附通讯作者中文信息（姓名，手机，电话，传真，电

子邮箱，所属征文方向序号）。

论文摘要格式参见附件2，全文格式参见附件3。

七、会议住宿

酒店及地址：中国科技会堂（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

房型及价格：

房型 价格

标准间 658元/间/晚（含早）

大床房 628元/间/晚（含早）

酒店联系人：华雪

电话：13910592501

注：因参会代表人数较多，会务组将根据回执预订情况和报到顺序安排入住。

八、联系信息

北京工商大学

联系人：王静 刘野

电话：13718205789 13466390662

电子邮件：spkx2019@sina.com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2019年5月16日



附件1

参会回执

报名人员信息

单位：

通信地址：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电话 Email

是否作会议报告 有意向；无意向

是否提交会议论文 提交会议论文；仅参会

是否同意在《中国食品学报》上发表 是；否

住宿情况

到达日期 返程日期 住宿天数

住宿 大床房；标准间合住（合住人单位： 姓名： ）

注：1.备注姓名、单位、参会名称（青年论坛）、联系人手机、开具发票抬头、

税号（注册费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为了保证参会代表能及时拿到注册

发票，请务必提前打款到学会且提供开票信息，学会将在会议注册时统一发放。

2.因参会代表人数较多，会务组将根据回执预订情况和报到的先后顺序安排入

住，费用自理。

请将回执发给会议秘书处：

联系人：王静 刘野

电话：13718205789 13466390662

电子邮件：spkx2019@sina.com



附件2
食品微波加热过程中传热模型的研究（3 黑）

(空1 行)

王平陈仓* 赵力强（5 仿）

（**大学食品学院北京100000）（小5 楷）

（空1 行）

(小5 黑)摘要 微波加热是一种快速简便的食品复热手段，但此种方法通常会导致受热不均匀。为了更好

的将微波加热技术应用于食品的复热过程，解决受热过程“冷点”的出现，本文…(小5 楷)

（空1 行）

(小5 黑)关键词 微波加热传热模型…(小5 楷)

(空2 行)

Investigations on the Heat Transfer Model in Food during Microwave Heating (5 Times New

Roman 加粗)

(空1 行)

Ping Wang Cangi Chen* Liqiang Zhao(小5 Times New Roman)

（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小5 Times New Roman)

(空1 行)

( 小5 Times New Roman 加粗)AbstractMicrowave heating is a rapid and convenient food-reheating

method.However, uneven heating often occurs. To solve the “cold spot” problem…(小5 Times New Roman)

( 小5 黑Times New Roman 加粗)Key wordsMicrowave heating Heat transfer model … ( 小5Times New

Roman)

(空2 行，以下为必填项)

（5 仿）通讯作者中文信息：姓名，手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所属征文方向序号



附件3
《中国食品学报》简介

《中国食品学报》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会刊，属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

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源期刊，美国《工程索引》（EI）、

美国《化学文摘》（CA）、英国《食品科学与技术文摘》（FSTA）、荷兰《文摘

与引文数据库》（Scopus）收录期刊。刊载内容主要有：食品及食品工业发展相关

的原辅料、工艺、包装、机械、检测、安全、流通、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加工技术以及食品科学与技术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综述。设有名家论坛、青年论坛、

基础研究、加工技术、食品贮藏与保鲜、综述、分析与检测、科技动态、市场动态、

国外资讯、信息窗等栏目。本刊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已在国内外食品界形成重要

影响，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广大同行所认可。欢迎国内外食品及相

关专业领域的科研、设计、生产、流通等有关人员投稿。

来稿要求及注意事项：

1.来稿应具先进性、科学性、准确性与实用性。要求内容真实、数据可靠、论

点明确、结构严谨，文字精练。

2.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来稿一律文责自负，本刊有权对来稿文字做适

当修改，凡涉及原意的修改将征得作者同意，必要时需根据审稿人意见退还修改。

3.来稿经审核录用后，收取审稿费及按版面酌收版面费。请作者按录用通知规

定的时间，将修改稿用Word软件录入并上传至投稿系统。逾期一个月不返回者视为

自动退稿。来稿刊出后酌致稿酬，并赠送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当期刊物各1册。

4.稿件书写顺序：题目、作者姓名（限6人）、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3-5
个）、正文（以上均为中文）、参考文献；英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

关键词（以上均为英文）。在稿件首页左下方写明第一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

生年份、学位、职称）及通讯作者联系方式。若为基金资助论文，要注明基金项目

及编号。

5.稿件字数一般不超过6000字。研究类论文摘要请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四部分撰写，中文摘要不超过400字，英文摘要可稍详细；综述采用报道性摘要。文

中的图名、表名均以中、英文表达，用计算机软件制作，需刊载的照片必须清晰完

整，且随文出现。

6.稿件所用学术名词、名称、术语、计量单位名称及其符号应符合国家标准。

7.参考文献请在文中引用处右上角加注方括号，按文中出现次序以数字表明。

文献仅引用正式出版的刊物，内部发行资料不得列入。编排格式如下：

a.期刊文章〔J〕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外文文献可用原

文）

b.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作者在3人
以上者,则在第三作者之后加等.或et al.

8.版权：论文发表后，作者同意将论文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汇编权、翻译权转让给《中国食品学报》，本刊所付稿酬包含上述费用。作者如不

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否则视为同意。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北三街6号轻苑大厦三层（100048） 《中国食品学

报》杂志社

电话：（010）65223596 65265375
传真：（010）65264731
E-mail：chinaspxb@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