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持久性、生物蓄积性、毒性物质 

国际研讨会征文通知 
 
各位代表：  

2021 年 7 月 26~28 日在中国北京举办第五届持久性、生物蓄积

性、毒性物质国际研讨会（IJRC-PTS 2021）。 

    第五届持久性、生物蓄积性、毒性物质国际研讨会是由国际持

久性有毒物质联合研究中心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

业委员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天津大学承办的一次

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讨论关于持久性的、生物蓄积性的、

有毒有害的相关污染物质的迁移、转化、归趋及控制等国际前沿问

题，议题包括但不限于有毒有害污染物检测新方法、极地/寒区环境

中的 PBTS、水环境（流域、海洋）的 PBTS、环境毒理与健康、

PBTS 污染控制技术、PBTS 对循环经济和碳排放的挑战、青年学者

论坛等。 

诚挚邀请您投稿论文并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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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组织 
1. 大会主题 
持久性的、生物蓄积性的、有毒的相关污染物质的迁移、转化、归趋及控制。 

2. 主办单位 
国际持久性有毒物质联合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 

国家环境保护河流全物质通量重点实验室 

北京交通大学 

天津大学 

3. 协办单位 

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抗生素/抗性基因水环境污染控制技术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水中典型污染物控制与水质保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黑龙江省极地环境与生态研究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会 

4. 学术委员会及主席 

主席顾问： 

任南琪（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倪晋仁（院士，北京大学） 

Derek Muir（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 

Roland Kallenborn（院士，挪威生命科技大学） 

John Crittenden（院士，佐治亚理工学院） 

李一凡（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Jacob de Boer（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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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首字母排序） 

Charlie Weschler （教授，罗格斯大学） 

Ching-hua Huang（教授，佐治亚理工学院） 

Derek Muir （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 

Huichun Zhang（教授，凯斯西储大学) 

Jacob de Boer（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Jianhua Guo（副教授，昆士兰大学） 

John Crittenden（院士，佐治亚理工学院） 

Kurunthachalam Kannan（教授，纽约大学） 

Roland Kallenborn（院士，挪威生命科技大学） 

Wen Zhang（副教授，新泽西理工大学） 

Zhugen Yang（研究员，克兰菲尔德大学） 

Zhen (Jason) He (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国内委员：（姓氏首字母排序） 

曹宏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陈  达（教授，暨南大学） 

崔  嵩（教授，东北农业大学） 

戴家银（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傅平青（教授，天津大学) 

郭  英（教授，暨南大学） 

姜  潮（主任医师，黑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院） 

金  彪（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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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峰（研究员，西湖大学） 

李一凡（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梁  恒（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会娟（教授，清华大学） 

罗  义（教授 ，南开大学） 

吕  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孟祥周（教授，同济大学） 

穆  杨（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牛军峰（教授，东莞理工学院） 

强志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邱兴华（研究员，北京大学） 

孙佩哲（教授，天津大学） 

孙卫玲（教授，北京大学） 

孙轶斐（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童美萍（研究员，北京大学） 

王爱杰（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王祥科（教授，华北电力大学） 

王亚韡（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姚  宏（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要茂胜（教授，北京大学） 

游  静（教授，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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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平（教授，暨南大学） 

张安平（教授，浙江工业大学） 

张  昱（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张立秋（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张寅平（教授，清华大学） 

章炎麟（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周丹丹（教授，东北师范大学） 

祝凌燕（教授，南开大学） 

汪  磊（教授，南开大学） 

5. 青年学术委员会：（姓氏首字母排序） 

蔡伟伟（副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陈则友（副教授，南开大学） 

付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郭静波（副教授，东北电力大学） 

黄  俊（副教授，清华大学） 

贾宏亮（副教授，大连海事大学） 

鞠  峰（研究员，西湖大学） 

李  利（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李  阳（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李新洋（副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梁  斌（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刘桂城（教授，韩国东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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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璐（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罗  军（副教授，南京大学） 

马万里（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孟  博（副教授，哈尔滨学院） 

宿鹏浩（副教授，上海海事大学） 

田崇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王  强 （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邢  薇（副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张圣虎（副研究员，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张先明（助理教授，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 

张子峰（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  志（副教授，广东工业大学） 

朱荣淑（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周爱娟（副教授，太原理工大学） 

6. 组织委员会 

执行主席： 

姚  宏（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孙卫玲（教授，北京大学） 

孙佩哲（研究员，天津大学） 

委员：（姓氏首字母排序） 

蔡伟伟（副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李新洋（副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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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艳（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万里（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越霞（副教授，天津大学） 

杨永奎（副教授，天津大学） 

张子峰（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朱荣淑（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秘书： 

蔡伟伟、侯璐、刘希文、李净宸 

二 会议主题及投稿 

1.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主题 主席 召集人 

有毒有害污染物检测新方法 

New detection method of toxic and harmful 

pollutants 

Jacob de Boer 

Zhugen Yang、王亚韡 

罗军 

张子峰 

极地/寒区环境中的 PBTS 

PBTS in polar / cold regions 

Derek Muir 

李一凡、傅平青 

蔡明红 

马万里 

水环境（流域、海洋、地下水）中的

PBTS 

PBTS in water environment (basin, ocean) 

Roland Kallenborn 

童美萍、黄俊 

吕剑 

蔡明刚 

环境毒理与健康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health 

Kurunthachalam Kannan 

祝凌燕、戴家银 

郭英 

刘丽艳 

抗性基因 

Resistance genes 

Jianhua Guo 

罗义、鞠峰 

陈则友 

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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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写作专场汇报： 
 

2. 会议注册及投稿渠道 
https://5thpbts.scimeeting.cn/cn/web/index/ 

抗生素环境行为 

Antibiotics and its behavior in environment 

Huichun Zhang 

孙卫玲、孙佩哲 

贲伟伟 

李思 

室内环境与健康 

Indoo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Carl-Gustaf Bornehag 

要茂胜、 Charlie Weschler 

张寅平 

孙越霞 

PBTS 污染生物控制技术 

Biological control technology of PBTS 

pollution 

Zhen (Jason) He, 

王爱杰、姚宏 

蔡伟伟 

周爱娟 

PBTS 污染物化控制技术 

PBTS Contaminant control technology 

Ching-hua Huang 

强志民、牛军峰 

朱荣淑 

孙轶斐 

PBTS 对循环经济和碳排放的挑战 

PBTS– Challenges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CO2 emission 

Jacob de Boer 

穆杨、路璐 

李阳 

邢薇 

青年学者论坛 

Wen Zhang 

梁恒、周丹丹 
李新洋 

专场 主题报告与交流 汇报人 

博士生创新

论坛与科技

写作专场 

Increase Your Research 
Impact with Special Issues 

Yixuan Zhao 
Publishing Content 

Specialist from Elsevier 

Think as a reviewer, Survive 
from peer review 

Jia Yang 
Taylor & Francis Group 

Reviewer Engagement Manager 
Born to win or to lose? A fate 
of an article in the eyes of an 

editor and researcher. 

Yu (Troy) Tao 
managing edit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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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刊 

优秀稿荐可推荐到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 

或 Chemosphere, Special issue: “Fate and Control of PBTS and Emerging 

Contaminants” 
4. 会议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3 号 机械工程楼国际会议中心 

5. 重要时间 

2021.05.25 征文（征文通知） 

2021.06.15 摘要递交截止日期 

2021.07.05 大会第二轮通知（录用通知） 

2021.07.15 Early birds 优惠截止日期 

2021.07.26 全天注册 

2021.07.27 开幕式 

2021.07.27～2021.07.28 会议分论坛 

6. 注册收费标准 

类别 现场收费 注册优惠收费（截止 2021.07.15） 

学生 1000 元 800 元 

代表 1800 元 1300 元 

7. 缴费方式 
本会议接受在线注册缴费，以及线下现场注册缴费。如需转账： 

公司名称：路博（北京）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