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EI 收录论文统计表
序号

1

2

3

论文题目
电子束辐照剂量率对真空包装冷
鲜牛肉品质的影响

青海弧菌荧光素酶基因 LuxAB 的
原核表达

鹰嘴豆蛋白水解物类蛋白反应修
饰与抗氧化活性研究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发表期刊与刊期
期刊名称:现代食品科技 1,卷:31,期:7,

王宁(学)

丁武

页: 241-247,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卷:15,期:1,

王妍稳(学)

丁武

页: 60-65,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1,

王晗欣(学)

杜双奎

页: 34-40,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

4

5 种杂豆体外抗氧化性研究

赵艳(学)

杜双奎

期:10,页: 6-10,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Prediction of Total Phenolics
5

and Flavonoids Contents in
Chinese

6

7

8

9

降解玉米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挤压
工艺参数优化

苹果渣多酚甲基丙烯酸纳米材料
合成与吸附研究

苹果汁中展青霉素的去除动力学
与热力学研究

羊奶粉生产环节阪崎肠杆菌分离
鉴定及其毒力基因和药敏检测

期刊名称:American journal of food
Hamada
Hassan(学)

樊明涛

technology,卷:10,期:3,页: 109-117,
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
外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8,

郑海燕(学)

樊明涛

页: 122-126,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农业机械学报,卷:第 46 卷,

高振鹏

袁亚宏

期:第 5 期,页: 226-232,发表年:2015,
出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农业机械学报,卷:第 46 卷,

高振鹏

岳田利

期:10,页: 304-319,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5,

王倩宁(学)

葛武鹏

页: 175-181,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期:3,

10

大蓟籽及其油的特性研究

姜莉

姜莉

页: 71-74,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11

12

碱性蛋白酶酶解魔芋飞粉制备抗
氧化多肽

酶解核桃蛋白制备 ACE 抑制肽及
其功能特性研究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5,
姜莉

徐怀德

页: 90-95,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2,

姜莉

徐怀德

页: 79-85,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13

羊肉新鲜度与其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之间的关系研究

期刊名称:现代食品科技 1,卷:31,期:9,
李志成

李志成

页: 301-308,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期:2,

14

石榴籽油的微胶囊化研究

刘立志(学)

刘邻渭

页: 43-49,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不同品种石榴籽油组分及抗氧化
性研究

无机盐对酶促大豆蛋白胶凝特性
的影响

近红外法测定豆浆蛋白质、脂肪
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棒曲霉毒素对人胚肾细胞增殖与
诱导其凋亡的研究

添加剂对苹果果皮和果 肉多酚稳
定性的影响

UPC2 法同时检测烟草中的四溴菊
酯和溴氰菊酯残留

干燥方式对梨枣粉品质特性的影
响

苦荞芽粉馒头体外消化后抗氧化
能力研究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29,
高忠梅(外)

刘邻渭

期:12,页: 83-87,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期:6,

笪久香(学)

栾广忠

页: 123-126，146,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

邱燕燕(学)

栾广忠

期:10,页: 123-126,146,发表年:2015,
出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现代食品科技 1,卷:31,期:3,

张百刚(外)

彭晓丽

页: 12-17,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1,卷:15,期:3,

赵玉(学)

任亚梅

页: 120-126,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郭卫芸(学)

边朝阳
(外)

期刊名称:烟草科技,卷:48,期:1,页:
54-58,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刊物
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4,

李翠丽(学)

王敏

期:12,页: 121-127,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29,

许芳溢(学)

王敏

期:12,页: 16-22,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Journal of Chinese

Inhibitory Effect of
23

Anthocyanins from Grape Skin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刘咪(学)

夏效东

on Some Common

Technology,卷:14,期:11,页: 70-75,发
表年:2015,出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
学术期刊

24

核桃油微乳制备及水、油渗滤阈
值研究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期:4,
满妍妍(学)

徐怀德

页: 80-85,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6,

25

核桃油微乳流变学特性

满妍妍(学)

徐怀德

页: 69-75,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1,

26

冷榨核桃油饼单宁脱除技术研究

李志红(学)

徐怀德

页: 150-156,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27

28

29

鸡肉源沙门氏菌对（氟）喹诺酮
类抗生素的耐药性及相关基因

基于傅里叶近红外光谱的食用油
过氧化值间接检测研究

乙醇利用菌株的分离鉴定及在低
醇苹果酒中的应用

期刊名称:中国食品学报 1,卷:15,期:3,
张增峰(学)

杨保伟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期:5,
高媛(学)

于修烛

30

properties and taste quality

期刊名称:现代食品科技,卷:31,期:6,
宋靓靓(外)

袁亚宏

期刊名称:农业机械学报,卷:46,期:10,
崔璐(学)

岳田利

期刊名称:农业机械学报,卷:46,期:10,
王虎玄(学)

岳田利

Zygosaccharomyces rouxii

32

Thermal sterilization of

期刊名称:Modern Food Science and

listeria monocytogenes and

Technology,卷:31,期:6,页: 156-163,

kinetics of quality changes

史亚歌

岳田利

growth and guaiacol
production of

期刊名称:农业机械学报,卷:46,期:10,
蔡瑞(学)

岳田利

35

粉理化性质的影响

脱脂对 3 种豆类淀粉理化性质的
影响

期刊名称:现代食品科技 1,卷:31,
吴桂玲(学)

张国权

the aromatic composition of
kiwifruit wine

期:10,页: 227-233,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中国粮油学报 1,卷:30,期:5,

王鹏(学)

张国权

页: 34-40,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
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期刊名称:Modern Food Science and

effect of yeast strains on
36

页: 285-289 and 327,发表年:2015,出
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Alicyclobacillus spp.
脱脂脱蛋白处理对小麦 A、B 淀

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
内学术期刊

Effect of Ε-polylysine on

34

页: 279-284 and 228,发表年:2015,出
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in cold smoked

33

页: 266-273,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Effect of sugar content and
acidity on growth of

页: 254-258,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of brown rice

31

页: 138-142,发表年:2015,出版
年:2015,刊物类型:国内学术期刊

Effect of ultrasonic probe
treatment on physicochemical

页: 158-165,发表年:2015,出版

周元

傅虹飞

Technology,卷:30,期:12,页: 263-270,
发表年:2015,出版年:2015,刊物类型:国
内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