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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9th Conference on Air Benefit and Cost 

and Attainment Assessment 

& 

 Symposium on Atmospheric 

Haze Chemistry 
 

第九届大气污染控制费效与达标评估

暨大气霾化学学术研讨会 

 

          2022 年 11 月 1-2 日 
 

    中国·北京 
 

      （会议通知：第三轮） 

 

成功举办前八届大气污染控制费效与达标评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在中国

生态环境部、美国国家环保署、中国工程院和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由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共同主办，国家

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

联合实验室联合承办的2022大气污染控制费效与达标评估暨大气霾化学学术研

讨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1-2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旨在为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专

家学者和决策者提供一个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便于参会者们讨论关于中国城市、

区域乃至全球能源与环境相关的碳中和路径和大气污染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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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2022大气污染控制费效与达标评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碳达峰与碳中

和背景下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会议主要议题包括： 

1. 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及溯源 

 

2. 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与数值模拟 

 

3. 大气霾化学机制 

 

4. 大气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 

 

5. 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协同应对 

 

6.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成本和健康效益 

 

7.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大气环境的应用 

 

重要日期 

⚫ 正式会议日期：2022年 11 月1-2 日 

⚫ 完全注册：2022年 10 月 21 日- 11 月 1日 

⚫ 本次会议免收会议费，参会人员住宿费自理 

 

会议地点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稻香湖路28号）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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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支持单位 

中国生态环境部

美国国家环保署

中国工程院 

能源基金会 

 

大会主席 

郝吉明院士，清华大学 

岑可法院士，浙江大学 

贺  泓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丁一汇 院士，中国气象局 

江桂斌 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赵进才 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贺克斌 院士，清华大学 

侯立安 院士，第二炮兵工程设计研究院 

刘文清 院士，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陶  澍 院士，北京大学 

王金南 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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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桥 院士，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张远航 院士，北京大学 

张小曳 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高   翔 院士，浙江大学 

朱   彤 院士，北京大学 

陈建民 院士，复旦大学 

柴发合 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陈春贻 教高，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陈长虹 研究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伏晴艳 研究员，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范绍佳 教授，中山大学 

胡京南 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蒋本基 教授，国立台湾大学 

阚海东 教授，复旦大学 

赖信志 教授，台湾长荣大学 

雷  宇 研究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李  莉 教授，上海大学 

刘倩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刘  欣 主任，能源基金会 

邵  敏 教授，暨南大学 

王书肖 教授，清华大学 

王体健 教授，南京大学 

王自发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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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思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王雪梅 教授，暨南大学 

谢品华 研究员，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李  玮 教授，国家生态环境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 

叶代启 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叶  宏 教授，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 

钟流举 教高，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赵  瑜 教授，南京大学 

郑  玫 教授，北京大学 

朱  云 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陈  强 副院长，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陈军辉 研究员，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Greg CARMICHAEL 教授，美国爱荷华大学 

Drew SHINDELL 院士，美国杜克大学 

Armistead RUSSELL 教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Tyler FOX 处长，美国环保署 

Carey JANG 博士，美国环保署 

Jim KELLY 博士，美国环保署 

Jeremy AVISE 处长, 美国加州空气资源管理局 

Alex WANG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Chatani SATORU 博士，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 

Hsing-Wei CHU 教授，美国拉马尔大学 

Jerry LIN 教授，美国拉马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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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PLEIM 博士，美国环保署 

Joshua FU 教授，美国田纳西大学 

Jung-Hun WOO 教授，韩国建国大学 

Peter LOUIE 博士，香港环保署 

Rohit MATHUR 博士，美国环保署 

Savitri GARIVAIT 教授，泰国KMUTT 大学 

Bui Ta LONG 教授，越南胡志明理工大学 

Thomas HO 教授，美国拉马尔大学 

Yang LIU 教授，美国埃默里大学 

 

执行委员会 

 

王书肖，清华大学 

楚碧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刘  欣，能源基金会 

朱  云，华南理工大学 

赵  斌，清华大学 

吴清茹，清华大学 

邢  佳，清华大学 

Joshua FU，美国田纳西大学 

陈  强，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陈军辉，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胡颖铭，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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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 

郝吉明，清华大学 

丁一汇，国家气候中心 

高翔，浙江大学 

贺泓，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贺克斌，清华大学 

江桂斌，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赵进才，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毕军，南京大学 

伯鑫，北京化工大学 

陈春城，中科院化学所 

戴瀚程，北京大学 

丁爱军，南京大学 

段小丽，北京科技大学 

葛茂发，中科院化学所 

胡建林，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黄志炯，暨南大学 

姜克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蒋靖坤，清华大学 

阚海东，复旦大学 

孔少飞，中国地质大学 

雷宇，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李庆，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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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维，武汉大学 

廖宏，南京信息大学 

鲁玺，清华大学 

权建农，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 

邵敏，暨南大学 

施小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束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谭钦文，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田贺忠，北京师范大学 

王海鲲，南京大学 

王书肖，清华大学 

王韬，香港理工大学 

王新明，中科院广州地化所 

王雪梅，暨南大学 

王一楠，中科院大气物理所 

吴烨，清华大学 

谢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岩岩，上海交通大学 

薛丽坤，山东大学 

薛涛，北京大学 

严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叶代启，华南理工大学 

张强，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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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瑜，南京大学 

郑君瑜，暨南大学 

朱丽叶，中山大学 

邹滨，中南大学 

会议语言 

中文、英文 

会议注册 

网址：http://www.abacas-dss.com/Conference2022/ 

 

联系人 

会议邮箱：scapc@tsinghua.edu.cn； 

曹百灵：13718137503  

袁志远：13121131817 

 

参会人员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1.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进入会场时须用“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扫码，持

北京健康宝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行程码“未见异常”绿码，7日内无出京

记录。 

2. 参加会议人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非必要不出京，确保参会前14

天内不去中高风险地区，且未与21天内境外及回国人员有接触史。 

3. 具体防疫要求将根据北京市要求随时调整更新。 

http://www.abacas-dss.com/Conference2022/
mailto:scapc@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