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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参加第一届“可持续环境与能源中的催化科

学与技术”国际研讨会的通知（第三轮） 
 

各位催化同仁： 

第一届“可持续环境与能源中的催化科学与技术”国际研讨会将

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10 日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由天津大学举办，

集中讨论环境和能源技术进步中催化前沿理论和技术的进展。 

会议主题：催化科学与技术在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会议程序：研讨会为两天的专题会议，旨在促进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交流合作，利用催化科学理论指导工业应用的发展。包括一个全体

会议、两个分会议和一个墙报展示环节。两个分会的主题分别为“催

化排污控制”和“促进可持续清洁能源发展的催化技术”。报告方式为

特邀主题报告、邀请口头报告、墙报和墙报展讲。会议地点为万丽天

津宾馆。此外，10 月 8 日下午将在天津大学内举行“工业催化教学

辅导”，邀请工业催化专业前辈教师 Julian RH Ross 和 Jacob Moulijn

教授，及 1-2 位在工业催化专业教学体系建立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

专家作为演讲教师。 

分会主题：每个分会包括三个半天，每个半天围绕一个专题： 

分会 1：催化排污控制 

1) 固定源排污控制 

2) 移动源排污控制 

3) 未来发展方向及需求 

分会 2：促进可持续清洁能源发展的催化技术 

1) 清洁化石能源 

2) 可再生能源 

3) 能量高效催化转换 

诚邀国内各界同仁积极参与投稿和亲临本次催化界的盛会！ 

天津大学 

二○一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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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14 年 10 月 8 日 9:00 至 17:00 

会议时间：2014 年 10 月 9 至 10 日 

二、会议地点 

地    点：万丽天津宾馆 

地    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16 号 

三、会议语言 

本届会议语言：英文 

四、会议论文出版 

Catalysis Today （IF=2.98）将为这次会议出版两个特刊。 

五、报名与投稿 

本届会议报名及投稿一律采取网上方式。网址：

http://eecat2014.ydlilab.com。摘要截止时间：2014 年 4 月 30 日。 

六、注册费用 

提前注册（2014-06-15 之前） 

正式代表    国内：2600 元    国外：600 美元 

学生        国内：1500 元    国外：400 美元 

参展商      国内：6000 元    国外：1200 美元 

2014-06-15 至 2014-09-15 

正式代表    国内：2800 元    国外：650 美元 

学生        国内：1600 元    国外：450 美元 

参展商      国内：6500 元    国外：1300 美元 

会议期间注册 

正式代表    国内：3000 元    国外：700 美元 

学生        国内：1800 元    国外：500 美元 

参展商      国内：7000 元    国外：1500 美元 

敬请关注会议网站 http://eecat2014.ydlilab.com，了解会议最近

进展。 

  

http://eecat2014.ydlilab.com。摘要截止时间：2014
http://eecat2014.ydli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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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术委员会成员（已确定邀请口头报告） 

Miguel A. Banares    西班牙催化和石油化学研究所  

Angelo Basile        意大利膜科学研究所 

Gabriele Centi       墨西拿大学 

Atsushi Fukuoka     北海道大学 

贺泓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李俊华             清华大学 

李永丹             天津大学 

刘昌俊             天津大学 

刘尚斌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 

刘双喜             南开大学 

Peter Lund           阿尔托大学 

Guy B. Marin         根特大学 

Jesper Nerlov         托普索公司 

Emiel J.M. Hensen     埃因霍温科技大学 

Unni Olsbye          奥斯陆大学 

Philippe Sautet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Johannes Schwank     密歇根大学 

Kulathu K. Seshan      特温特大学 

James J Spivey         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Levi T Thompson       密歇根大学 

Yong Wang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华盛顿州立大学 

肖丰收               浙江大学 

Yanhui Yang,           南洋理工大学 

张涛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朱斌                 瑞典皇家工学院，湖北大学 

邹志刚               南京大学 

组委会成员 

常云峰                天津众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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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成                无锡威孚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巩金龙                天津大学 

贺泓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Glen Hytoft            托普索公司 

孟明                  天津大学 

李俊华                清华大学 

李永丹                天津大学 

刘双喜                南开大学 

Joakim Reimer Thogersen 托普索公司 

王宇新                天津大学 

肖丰收                浙江大学 

会务联系方式 

会议总负责：李永丹 ydli@tju.edu.cn 

环境分会：孟明 mengm@tju.edu.cn 

能源分会：王宇新 yxwang@tju.edu.cn 

能源分会墙报展示：赵宜成 zhaoyicheng@tju.edu.cn 

环境分会墙报展示；李新刚 xingang_li@tju.edu.cn 

会后服务：肖丰收 fsxiao@zju.edu.cn 

后勤负责人：刘双喜 sxliu@nankai.edu.cn 

 

摘要模板：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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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Font: Times New Roman, 14 pt, Bold; Line space: 20 pt; 

Center alignment) 

Presenting author, Other authors, Corresponding author* (Font: Times New Roman, 11 pt; 
Line space: 12 pt; Center alignment) 

Affiliation and address (Font: Times New Roman, 11 pt, Italics; Line space: 12 pt; Center 
alignment) 

E-mail of corresponding author (Font: Times New Roman, 11 pt, Italics; Line space: 12 pt; 
Center alignment) 

Abstract: The whole abstract (with figures and tables or not) should be within 

one page (Font: Times New Roman, 12 pt; Line space: 20 pt; First line indent; 

Justified on both sides). 

Key words: 3 to 5 key words, separated by semicolons (Font: Times New 

Roman, 12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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