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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宗粮豆研究中心特邀教
授，农业部燕荞产业体系营养与加工团队专家，陕西
小杂粮产业体系加工岗位科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农
业与生命学院食品科学系访问学者，美国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食品科技专家研究会（IFT）会员，中国营养
学会会员，陕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会员、陕西省药理学会中药药理
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生理科学会理事。
一

学习情况

学士

郑州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系，郑州，中国

硕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中国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中国
访问学者
二

康奈尔大学， 伊萨卡，美国

工作经历

1989,7～1994,11

西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系，助教

1994,9～1999,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系，讲师
1999,12～2006,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系，副教授，硕导
2007,1～至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系，教授，博导
2007,7～2008,9

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学院

食品科学系，访问学者
三

研究领域或方向

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化学与分析；西部特色药食兼用资源
加工利用
四

开设课程

致力于食品功能化学与营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承担本科生
“食品营养与卫生学”
、
“食品卫生学”
、
“食品营养学”等课程，目前
指导博士研究生 3 名、硕士研究生 14 名。
五

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情况

1. 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1BAD29B04):

西北生态脆弱区经济

作物高效用水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2011-2015；
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2011KTCL02-02）
：节水型旱作红
枣修剪技术集成与示范，2011-2014；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CARS-08-D-2-2）：荞麦保健机
理及其食品加工利用关键技术研究，2011-2015；
国家“十二五”农村领域国家科技计划课题
（2012BAD34B05-04）：甜荞高粱挤压物理改性粉及超微粉的加工品质
研究，20122014；
陕西省小杂粮产业技术体系研究基金：荞麦加工适应性研究，
2012
陕西省榆林科技局产学研合作项目：红枣醋茶饮品的开发与
加工技术研究，2012-2014;
横向课题: 陕南苦荞引种、栽培示范园建设及产品开发合

作，2012-2014;
横向课题: 榆林市府谷县西府海棠产业开发研究，
2012-2014。
2．科研成果与专利：
开发功能食品、新型调味食品等产品 5 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3．个人奖项：
参加完成的“食品化学与食品营养学教学改革”获陕西省优
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
4．代表性学术论著
教材与著作：

参编著作、教材 4 部,其中全国统编教材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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