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国特检协会检测技术应用与评价工委会 

拟任委员、组员和候补组员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         （注：人员排序随机）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一、技术总监督组 

1 郑  晖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6 正高 所长 硕士 
UT/MT/PT/AE-Ⅲ、TOFD-Ⅱ；ASNT

和学会 UT/RT/MT/PT-Ⅲ 
特检机构 北京 

2 邢兆辉 委员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8 研究员 副局长 本科 RT/MT/PT-Ⅲ 监察机构 济南 

3 阎长周 委员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56 教高 副站长 本科 UT-Ⅲ、RT/MT/PT/TOFD-Ⅱ 行检机构 安徽 

4 梁丽红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4 研究员 副所长 博士 RT-Ⅲ、(DR+CR）/UT/PT-Ⅱ 特检机构 北京 

5 郭伟灿 委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2 正高 总工程师 博士 
UT/RT/PT/MT/AE-Ⅲ、ASNT 

RT/UT-Ⅲ 
特检机构 杭州 

二、标准指导组 

1 梁丽红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4 研究员 副所长 博士 RT-Ⅲ、(DR+CR）/UT/PT-Ⅱ 特检机构 北京 

2 唐传祥 委员 清华大学 51 教授 常务副所长 博士 放射性工作人员 高等院校 北京 

3 李  沧 委员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52 高工 副院长 本科 MT/PT/RT/UT-Ⅱ 特检机构 甘肃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4 陈定岳 委员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5 正高 副院长 本科 UT-Ⅲ、RT/MT/PT-Ⅱ 特检机构 宁波 

5 于  岗 委员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

司 
52 研究员 总经理 本科 UT/MT/PT-Ⅲ、核电 UT-Ⅲ 核电行业 上海 

6 蒋建生 委员 上海材料研究所 48 工程师 部门主任 本科 RT/MT/PT-Ⅲ、UT-Ⅱ NDT国标委 上海 

7 侯金刚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9 高工 室副主任 本科 RT/UT/MT/PT/ET/TOFD-Ⅱ 锅容标委 北京 

8 王  琳 委员 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33 工程师 
TC122/SC1

秘书长 
本科 / 仪器分标委 辽宁 

三、发展研究组 

1 邢兆辉 委员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8 研究员 副局长 本科 RT/MT/PT-Ⅲ 监察机构 济南 

2 费志强 委员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4 高工 副调研员 本科 / 监察机构 上海 

3 宋红刚 委员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高工 部门副总 硕士 一级建造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化工企业 山东 

4 詹水芬 委员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

院 
43 教高 部门主任 硕士 / 交通水运 天津 

5 杨志伟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

会 
46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RT/UT/PT/MT-Ⅲ、TOFD-Ⅱ、

ASNT:UT-Ⅲ 
行业协会 北京 

6 高迎峰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 55 高工 技术负责人 本科 RT/UT/PT/MT-Ⅲ、TOFD-Ⅱ 行业协会 北京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7 姜奎书 委员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培

训中心 
54 研究员 副主任 本科 RT-Ⅲ 考试机构 山东 

8 陈仁贵 委员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

研究院九江分院 
57 高工 院长 大专 RT/UT/PT/M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江西 

9 李绪丰 委员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5 教高 部门主任 本科 
UT/RT/PT/MT-Ⅲ、TOFD/ET-Ⅱ、

ASNT UT/RT/PT/MT-Ⅲ 
特检机构 广东 

10 李耀武 委员 
中石油锦西石化特种设备检验

中心 
55 高工 主任 本科 AE /UT-Ⅱ、RT/PT/MT-Ⅲ 自检机构 辽宁 

11 侯少华 委员 
山东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

心 
56 高工 主任 本科 UT/RT-Ⅲ、TOFD/MT/PT-Ⅱ 自检机构 山东 

12 陈一民 委员 
天津市达安特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52 工程师 

执行董事、

技术总监 
大专 UT/RT-Ⅲ、MT/PT-Ⅱ 检测机构 天津 

13 张贤俊 委员 山东泰思特检测有限公司 52 高工 
书记/总工

程师 
本科 RT/UT/PT/MT/ECT-Ⅲ、TOFD-Ⅱ 检测机构 山东 

14 王小林 委员 天津华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3 高工 副总 本科 RT/UT/PT-Ⅲ、TOFD-Ⅱ 检测机构 天津 

15 徐宁家 委员 
南京南化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59 

产业教

授 
总经理 本科 RT-Ⅲ、UT/MT/PT/TOFD-Ⅱ 检测机构 南京 

16 钱海林 委员 
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

司 
48 高工 副总工程师 本科 

RT/UT/MT/PT-Ⅲ、

ASNT:RT/UT/MT/PT-Ⅲ 
制造企业 上海 

17 薛建中 委员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北

京站 
56 工程师 部长 本科 RT/PT-Ⅲ、UT/MT/DR-Ⅱ 行检机构 北京 

18 王海斌 组员 华测检测集团认证公司 48 中级 
特种设备线

副总经理 
本科 ASNT证书 综合检测 上海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9 李思武 组员 山东金相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56 高工 总经理 大专 RT/PT-Ⅱ、UT/MT-Ⅲ、评审员 检测机构 山东 

20 夏舞艳 组员 广州声华科技有限公司 54 工程师 总经理 本科 
RT/UT-Ⅱ、MT/PT-Ⅲ、ASNT:RT-

Ⅲ 
检测机构 广州 

四、基础知识组 

1 毛小虎 委员 江苏省特检院常州分院 58 正高 副院长 本科 RT/UT/MT/P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江苏 

2 谢常欢 委员 深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9 正高 院长助理 硕士 UT/RT/PT/MT-Ⅲ 特检机构 深圳 

3 吴  刚 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退休） 
60 高工 / 本科 

UT/RT/MT/PT-Ⅲ，TOFD-Ⅱ、学会

UT/RT/MT/PT-Ⅲ 
特检机构 上海 

4 戴家辉 组员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

限公司 
42 研究员 部门主任 硕士 RT/UT/MT/PT-Ⅲ、GS/DS/RQ-I 特检机构 山东 

5 王庆云 组员 
辽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

所 
57 正高 室副主任 本科 UT/MT/PT-Ⅲ、RT-Ⅱ 特检机构 辽宁 

6 卢天惠 组员 
渤海装备辽河重工有限公司

（退休） 
59 高工 / 本科 UT/RT-Ⅲ 制造企业 辽宁 

7 张  亮 候补组员 常州职业学院 39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硕士 RT/UT/MT/PT-Ⅲ、TOFD -Ⅱ 高等院校 江苏 

8 赵维众 候补组员 
深圳市锋瑞佳事业发展有限公

司 
49 高工 总经理 本科 

UT/RT/MT/PT-Ⅲ、TOFD -Ⅱ、

ASNT RT/UT/MT/PT/ET/VT-Ⅲ 
综合检测 深圳 

五、常规射线组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 邬冠华 委员 南昌航空大学 57 教授 院长 硕士 
RT -Ⅱ、中航工业 MT-Ⅱ、学会

RT-Ⅲ 
高等院校 江西 

2 朱丛斌 委员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46 正高 技术专家 本科 UT/RT/MT/PT-Ⅲ、TOFD-Ⅱ 核电行业 广东 

3 张  明 委员 
中石化宁波工程公司(退休返

聘) 
60 高工 / 本科 UT-Ⅱ、RT/PT/MT-Ⅲ 石化建设 浙江 

4 谢双扣 委员 中能建江苏江南检测有限公司 52 教高 总经理 本科 
UT/RT/MT/PT-Ⅲ、 

核电：UT/RT/MT/PT-Ⅲ 
能源建设 江苏 

5 景文学 委员 
中油七建青岛维康中油检测有

限公司 
44 高工 总经理 本科 RT/PT/MT/-Ⅲ、UT/TOFD-Ⅱ 石油建设 山东 

6 蒋仕良 委员 
中石化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

总站 
53 高工 副总工程师 本科 RT/UT/MT/PT/AE-Ⅲ、ET/RT-Ⅱ 行检机构 北京 

7 潘金平 委员 
浙江省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 
41 正高 院长 硕士 

RT/UT/PT/MT-Ⅲ、GS、RS、DS、

金相-Ⅲ 
特检机构 浙江 

8 陈玉平 委员 北京丰台特种设备检测所 51 正高 / 本科 
UT/RT/MT/PT-Ⅲ、RT(DR+CR) -

Ⅱ、RS、GS、GD 
特检机构 北京 

9 张佩鸣 组员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51 高工 副部长 本科 
RT/UT/MT/PT-Ⅲ、TOFD -Ⅱ、

ASNT和英国:RT/UT/MT/PT-Ⅲ 
制造企业 上海 

10 唐化山 组员 中电建集团四川工程有限公司 56 正高 
检测中心总

工程师 
本科 

电力 RT/UT/MT/PT-Ⅲ、RT/UT/PT-

Ⅱ 
电力建设 四川 

11 王学增 组员 
中石油大庆石油化工工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49 正高 经理 博士 RT/UT-Ⅲ、PT/MT-Ⅱ 中油检测 

黑龙

江 

12 李  寰 组员 
安徽华夏高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53 高工 总经理 本科 RT/MT/PT-Ⅲ 检测机构 安徽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3 张成华 组员 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0 高工 副总经理 本科 MT、RT/PT-Ⅲ、UT/TOFD-Ⅱ 检测机构 广东 

14 郭全海 组员 北京市燃气所 42 高工 所长助理 本科 RT-Ⅲ、UT/MT/PT/AE-Ⅱ 燃气行业 北京 

15 刘荟琼 组员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56 高工 副总工 本科 RT/UT/MT/PT-Ⅲ、AE-Ⅱ 特检机构 湖南 

16 谢智明 组员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49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RT/MT/PT-Ⅲ、UT-Ⅱ 特检机构 福建 

17 沈  兵 候补组员 
上海石化金探无损检测有限公

司 
50 工程师 总经理 本科 

RT/UT/MT/PT-Ⅲ、ET-Ⅱ、TOFD-

Ⅱ、欧美 RT/UT/MT/PT-Ⅲ  
检测机构 上海 

18 娄旭耀 候补组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

研究院 
40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RT/UT/MT/PT-Ⅲ、AE-Ⅱ 特检机构 河南 

19 秦  成 候补组员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

备检验所 
39 高工 副科长 本科 RT-Ⅲ、UT/PT/MT-Ⅱ 特检机构 海南 

20 贾  航 候补组员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48 高工 部门副总工 本科 RT-Ⅲ、UT/MT/PT/AE-Ⅱ 特检机构 甘肃 

21 刘金生 候补组员 
天科泰瑞检测（天津）有限公

司 
49 高工 总工程师 本科 RT/UT/MT/PT/ET-Ⅲ、AE/TOFD-Ⅱ 检测机构 天津 

六、数字射线组 

1 倪培君 委员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二研究

所 
55 研究员 总工程师 硕士 国防：CT-Ⅲ 兵器工业 浙江 

2 廉德良 委员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45 高工 部门副主任 硕士 
RT (DR+CR）-Ⅱ、国防科工

UT/RT/PT-Ⅲ、CT/MT/ECT-Ⅱ 
科研院所 辽宁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3 王俊涛 委员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46 研究员 
部门主任／

技术总监 
博士 

航空航天 RT-Ⅲ、国防科工

RT/UT-Ⅱ 
航空工业 北京 

4 赖传理 委员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 
57 高工 原质量部长 本科 

RT (DR+CR）/UT-Ⅱ、RT/PT/MT-

Ⅲ 
制造企业 四川 

5 范雪松 委员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38 高工 
副处长兼支

部书记 
本科 

RT/UT-Ⅲ、MT/PTII/{RT(DR+CR)} 

-Ⅱ、核电 RT/UT/MT/PT-Ⅱ 
制造企业 

哈尔

滨 

6 熊丽华 委员 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48 高工 部门经理 本科 
RT/UT/MT/PT-Ⅲ、DR+CR/TOFD-

Ⅱ、ISO RT-Ⅲ、核工业 PT-Ⅲ 
制造企业 江苏 

7 刘怿欢 委员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 
37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RT/UT/MT/PT/ECT-Ⅲ、

RT(D)/TOFD-Ⅱ 
特检机构 天津 

8 李宏雷 委员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49 教高 部门主任 硕士 
RT/UT/MT/PT -Ⅲ、RT(D)、AE、

TOFD、MFL-Ⅱ 
特检机构 北京 

9 敖  波 组员 南昌航空大学 41 教授 系主任 博士 学会：RT-Ⅲ 高等院校 江西 

10 杨会敏 组员 
北京市核建恒信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53 正高 总工程师 本科 

RT/PT/MT-Ⅲ,ASNT+核电

RT/UT/PT/MT/VT-Ⅲ  
中核工业 北京 

11 李新蕾 组员 杭州天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6 高工 总经理 
研究

生 

RT/UT/MT/PT-Ⅲ、ECT/TOFD/ 

RT(D)-Ⅱ、学会：UT/MT-Ⅲ 
检测机构 浙江 

12 陈文虎 组员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55 教高 / 本科 UT-Ⅲ、RT/DT/MT/PT-Ⅱ 行检机构 安徽 

13 张宏亮 候补组员 廊坊北检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50 高工 副经理  本科 
RT/UT/PT/ECT/AE-Ⅲ、

TOFD/DR/CR-Ⅱ、TWI:PAUT-Ⅱ 
中油检测 河北 

14 谢朝波 候补组员 桂林市南方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43 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 本科 

RT/MT/PT/ET-Ⅲ、UT/TOFD/ 

RT(D) -Ⅱ、ASNT RT/MT/PT/UT-

Ⅲ 

石油建设 广西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七、常规超声组 

1 徐春广 委员 北京理工大学 56 教授 
部级实验室

主任/博导 
博士 / 高等院校 北京 

2 严  宇 委员 
中核建北京市核建恒信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49 正高 总经理 本科 

MT /UT/RT/PT-Ⅲ、MT-Ⅱ、核电

UT/RT/PT-Ⅲ 
中核工业 北京 

3 聂  勇 委员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 54 研高 副总工程师 本科 UT-Ⅲ 核电行业 湖北 

4 许遵言 委员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63 教高 总工程师 本科 UT/RT/MT/PT-Ⅲ、TOFD-Ⅱ 制造企业 上海 

5 苏明国 委员 武汉市德华测试工程有限公司 56 高工 
副总经理、

技术负责人 
本科 

UT/RT/MT/PT-Ⅲ、TOFD -Ⅱ、冶

金：UT-Ⅲ、ASNT：UT-Ⅱ 
检测机构 湖北 

6 张志超 委员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

院 
56 正高 副总工程师 本科 UT/RT/MT/PT-Ⅲ、TOFD/ET-Ⅱ 特检机构 福建 

7 周裕峰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4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UT/R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北京 

8 李以善 委员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

限公司 
55 研究员 副总经理 博士 UT-Ⅲ、RT/MT/PT-Ⅱ 特检机构 山东 

9 张佳银 组员 中特检检测公司 57 高工 总工程师 本科 RT/UT/PT/MT-Ⅲ、TOFD/ECT-Ⅱ 特检检测 北京 

10 田旭海 组员 
天津市思维奇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51 高工 经理 硕士 

UT/RT/MT/PT-Ⅲ、ASNT UT/ 

RT/MT-Ⅲ、电力 RT/UT/MT/PT-Ⅱ 
检测机构 天津 

11 刘觉非 组员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

公司 
46 高工 副总经理 本科 

RT/UT/MT/PT-Ⅲ、

AE/TOFD/ECT/RT-Ⅱ 
行检机构 江苏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2 夏  智 组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43 正高 部门副主任 本科 UT/MT/PT-Ⅲ、RT/AE-Ⅱ 特检机构 安徽 

13 刘伟成 组员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

研究院 
50 高工 

副总工程师

兼部门主任 
本科 RT/UT/MT-Ⅲ、TOFD/AE-Ⅱ 特检机构 江西 

14 张义凤 候补组员 上海材料研究所 42 高工 室主任 博士 
学会 UT-Ⅲ、ASNT RT/UT/PT/ MT-

Ⅲ、NAS:RT/UT/PT/MT-Ⅲ 
科研院所 上海 

15 沈海红 候补组员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42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航空航天：UT/RT-Ⅲ、特种/冶金

/NAS410 UT/RT/MT/PT-Ⅲ 
钢铁行业 北京 

16 张军辉 候补组员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 
36 高工 副部长 硕士 

UT/RT/MT-Ⅲ、PT/TOFD/ET -Ⅱ、

DR/CR-Ⅱ 
制造企业 四川 

17 查雯芳 候补组员 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高工 责任工程师 本科 
RT/UT/MT/PT-Ⅲ、TOFD-Ⅱ、ASME 

RT/PT-Ⅲ 
制造企业 江西 

18 姚建辉 候补组员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39 高工 部门经理 本科 
UT/MT/PT-Ⅲ、RT-Ⅱ、核工业

PT/UT/MT/VT-Ⅱ、船级社 UT-Ⅱ 
制造企业 

黑龙

江 

19 孔  诚 候补组员 北京科安特无损检测公司 49 高工 技术责任人 本科 
PT/MT/UT/RT-Ⅲ、ECT/TOFD/DR-

Ⅱ 
燃气行业 北京 

20 栾  波 候补组员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9 高工 部门副主任 硕士 UT/RT/MT/PT-Ⅲ  特检机构 辽宁 

21 田亚团 候补组员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40 高工 主管 硕士 
RT/UT/MT/PT-Ⅲ、AE/ECT/TOFD-

Ⅱ 
行检机构 北京 

八、TOFD 组 

1 马学荣 委员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56 正高 大校 
研究

生 

UT/RT/PT/MT-Ⅲ、TOFD/AE-Ⅱ、

GS、RS、DS、RZP、DZP 
军队系统 四川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2 江雁山 委员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52 工程师 中心主任 本科 
UT/RT/MT/PT-Ⅲ、TOFD-Ⅱ、ISO 

RT\MT-Ⅲ、UT\PT-Ⅱ 
制造企业 上海 

3 周凤革 委员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连加

氢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 
52 高工 部门总经理 本科 RT-Ⅲ、TOFD/UT/MT/PT-Ⅱ 制造企业 辽宁 

4 肖  雄 委员 江苏中宇检测有限公司 48 高工 技术负责人 本科 
RT/UT/ET-Ⅲ、TOFD/MT/PT-Ⅱ 

TUV PAUT-Ⅱ/导波/IRIS  
检测机构 江苏 

5 郝晓军 委员 
国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有限公

司 
45 正高 总工程师 硕士 

UT/RT/MT/PT-Ⅲ、TOFD /ECT 

/AE-Ⅱ 
行检机构 河北 

6 程红伟 委员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44 正高 室主任 硕士 MT/PT/RT/UT-Ⅲ、TOFD/RT-Ⅱ 特检机构 北京 

7 杨  齐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8 高工 室主任 硕士 
TOFD/MT/PT-Ⅱ、RT/UT-Ⅲ、RQ-

1/RQ-2 
特检机构 北京 

8 李  军 组员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

测所有限公司 
44 高工 总经理助理 本科 

DS、RT/UT/MT/PT-Ⅲ、TOFD-Ⅱ、 

XSSY 
行检机构 上海 

9 齐  杰 组员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高工 原副站长 硕士 
UT-Ⅲ、RT/MT/PT/TOFD/AE/ECT-

Ⅱ、ASNT:UT/LT-Ⅱ 
行检机构 安徽 

10 李兆太 组员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退休） 
58 高工 原总工 大专 RT/UT/MT/PT-Ⅲ、TOFD/ET-Ⅱ 检测机构 江苏 

11 吕锋杰 组员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

所 
40 高工 部门副主任 硕士 

PT /UT/RT/MT-Ⅲ、TOFT-Ⅱ、AE-

Ⅱ 
特检机构 湖北 

12 凌宏伟 组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54 正高 / 本科 UT/MT/PT/R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安徽 

13 牟彦春 候补组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48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UT/RT/MT/PT/EC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浙江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4 董韦景 候补组员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 工程师 高级副主任 本科 RT/UT/MT/PT-Ⅲ、TOFD-Ⅱ 化工企业 山东 

15 黄  辉 候补组员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36 高工 副部长 本科 
RT/UT/PT/MT/ET-Ⅲ、

TOFD/AE/RT(DR+CR) -Ⅱ 
特检机构 浙江 

16 赵  烨 候补组员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4 高工 总工程师 本科 RT/MT/PT-Ⅲ、 UT/TOFD /AE-Ⅱ 特检机构 浙江 

17 杨  蓥 候补组员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 
40 高工 部长 本科 

RT/UT/PT/MT/ TOFD-Ⅱ、 核电： 

UT-Ⅱ 
制造企业 四川 

18 寇  威 候补组员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38 高工 部门副主任 本科 UT/MT/PT-Ⅲ、RT/TOFD-Ⅱ 特检机构 陕西 

19 罗  琅 候补组员 南京宝色有限公司 40 高工 责任工程师 硕士 
UT-Ⅲ、TOFD/RT-Ⅱ、ASME N:RT-

Ⅲ、UT-Ⅲ、ASME U:TOFD/UT-Ⅲ 
制造企业 江苏 

九、相控阵组 

1 周正干 委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3 教授 
副院长/博

导 
博士 / 高等院校 北京 

2 廉国选 委员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50 研究员 / 博士 
CSWIP PAUT＆TOFD-Ⅱ、航空航

天：UTII/RT-Ⅱ 
科研院所 北京 

3 李  明 委员 中广核苏州热工院 47 正高 集团首席 硕士 核电 UT-Ⅲ、ET/VT/MT/PT/LT-Ⅱ 核电行业 江苏 

4 孙  磊 委员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50 正高 总经理 本科 RT/UT/MT/PT-Ⅲ、ET-Ⅱ 能源建设 安徽 

5 金南辉 委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5 高工 首席检验师 本科 RT/UT/MT/P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浙江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6 侯金刚 委员 中国特检院 39 高工 室副主任 本科 ET/RT/UT/MT/P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北京 

7 纪轩荣 组员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40 教授 
常务副院长

/博导 
博士 / 高等院校 广东 

8 刘志毅 组员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46 高工 技术负责人 硕士 
航空 UT-Ⅲ、学会 UT-Ⅲ、英国焊

接学会 PAUT-Ⅱ 
航空工业 北京 

9 谭云华 组员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 
38 高工 部长助理 本科 

RT/UT-Ⅲ、TOFD/CR/DR -Ⅱ、核

UT/PT-Ⅱ、PCNUT/MT-Ⅱ 
制造企业 四川 

10 李  鹏 组员 山东烟台长城检测有限公司 40 正高 总工程师 硕士 
RT/UT/MT/PT-Ⅲ、TOFDII学会

RT/UT/MT-Ⅲ、PAUT-Ⅱ焊缝 
检测机构 山东 

11 顾  军 组员 
上海石化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

司 
36 工程师 总工程师 本科 MT /RT/ UT/ PT-Ⅲ、TOFD/ET-Ⅱ 自检机构 上海 

12 杨天雪 组员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2 教高 部门主任 博士 UT-Ⅲ、TOFD/AE/RT/PT/MT-Ⅱ 特检机构 福建 

13 左延田 组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 
40 高工 部门副主任 硕士 UT/RT/MT/PT-Ⅲ、MFL/AE-Ⅱ 特检机构 上海 

14 田国梁 候补组员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9 高工 / 本科 RT/UT-Ⅲ、加拿大 AUT检测资格 特检机构 辽宁 

15 胡艳华 候补组员 
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

院 
39 高工 室副主任 博士 国家一级建造师 交通行业 天津 

16 季昌国 候补组员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41 高工 

副所长/副

主任 
本科 

RT/UT/MT/PT-Ⅲ、ECT/TOFD-Ⅱ、

电力：RT/UT/MT/PT/TOFD/PA-

Ⅱ、ECT-Ⅲ 

行检机构 北京 

17 支泽林 候补组员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38 高工 部门副主任 博士 RT/UT/MT/P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陕西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8 周  澄 候补组员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 
36 工程师 副部长 本科 

UT-Ⅲ、 RT/PT/MT/TOFD -Ⅱ、

核：UT-Ⅲ、RT/ PT/MT-Ⅱ 
制造企业 四川 

19 王  杜 候补组员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39 高工 副主任 硕士 
UT/RT/MT/PT/ECT-Ⅲ、TOFD/AE-

Ⅱ、PA 
特检机构 浙江 

20 原可义 候补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8 高工 专业带头人 博士 UT、ECT-Ⅱ 特检机构 北京 

21 黄文大 候补组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1 高工 / 本科 UT/RT/MT/PT-Ⅲ、ECT/TOFD-Ⅱ 特检机构 浙江 

十、磁粉组 

1 黄永巍 委员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53 研究员 主任 本科 铁路：UT/MT/PT/RT-Ⅲ 铁道行业 北京 

2 张新菊 委员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

限公司 
56 正高 主任 本科 

航空航天 MT/PT-Ⅲ 

学会 MT/PT-Ⅲ 
中国航发 陕西 

3 施  健 委员 江苏中宇检测有限公司 56 高工 总经理 本科 UT/TOFD/ECT-Ⅱ、RT/MT/PT-Ⅲ 检测机构 江苏 

4 杨  熙 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 
57 正高 党委委员 本科 TOFD-Ⅱ、MT/PT/UT/RT-Ⅲ 特检机构 新疆 

5 陈玉宝 委员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3 教高 部门主任 硕士 
RT/UT/PT/ET/MT-Ⅲ、TOFD/MFL-

Ⅱ、ASNT RT/UT/MT/MFL-Ⅲ 
特检机构 广东 

6 林师一 委员 福建省特检院（退休） 61 高工 / 本科 RT/MT/PT-Ⅲ、ECT /UT-Ⅱ 特检机构 福建 

7 门中林 组员 天津达安特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0 客教 副总经理 大专 
RT/UT/PT/MT-Ⅲ、MFL/RT(D) -

Ⅱ、AUT-Ⅱ 
检测机构 天津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8 胡  斌 组员 四川省化工压力容器检测站 51 教高 站长 本科 RT -Ⅱ、UT /MT/PT -Ⅲ 自检机构 四川 

9 张君鹏 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6 高工 部门副主任 本科 UT/MT/PT-Ⅲ 特检机构 北京 

10 叶宇峰 组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2 高工 副总工程师 本科 
RT/PT/MT/ECT-Ⅲ、MFL（AUTO) -

Ⅱ 、RS、DS、GS、TOFD-Ⅱ 
特检机构 浙江 

11 王景人 组员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测检验研究

院 
55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RT/UT/MT/PT-Ⅲ、TOFD/AE/RT-Ⅱ 特检机构 陕西 

12 冯光明 组员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3 高工 部门副主任 硕士 RT/UT/PT/MT-Ⅲ、AE-Ⅱ 特检机构 山东 

13 许  明 组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 
56 高工 所长 本科 

MT/PT/UT/RT-Ⅲ、TOFD-Ⅱ、学会

RT/UT-Ⅲ 
特检机构 新疆 

14 廖  盈 候补组员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37 高工 副部长 硕士 RT/UT/MT/PT-Ⅲ、TOFD-Ⅱ 特检机构 湖南 

15 王玉梅 候补组员 
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

限公司 
52 高工 技术负责人 本科 UT/MT/PT -Ⅲ、TOFD/RT-Ⅱ 检测机构 河南 

16 景奇东 候补组员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41 高工 副所长 本科 MT/PT/UT-Ⅲ、RS/RT-Ⅱ 燃气行业 
黑龙

江 

17 徐光明 候补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6 高工 室副主任 硕士 MT/PT-Ⅲ、UT/RT/TOFD-Ⅱ 特检机构 北京 

十一、渗透组 

1 刘素平 委员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6 正高 返聘专家 本科 国防科工/中航工业 MT/PT -Ⅲ 中国航发 四川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2 王广坤 委员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51 高工 / 本科 RT /UT /MT/PT -Ⅲ 航天行业 北京 

3 姚  力 委员 四川科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7 高工 外聘专家 硕士 AE/RT-Ⅱ、UT /MT/PT -Ⅲ 检测机构 四川 

4 胡联伟 委员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宁

波监督站 
53 高工 站长 本科 RT/PT/MT-Ⅲ、UT-Ⅱ 行检机构 浙江 

5 夏福勇 委员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61 教高 
原副总/现

秘书长 
本科 T/UT/MTI/PT-Ⅲ  特检机构 浙江 

6 张路根 委员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

研究院 
55 教高 

副院长兼总

工 
本科 UT/MT/PT/RT-Ⅲ 特检机构 江西 

7 苗德山 组员 山东远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6 高工 经理 本科 
RT/UT/MT/PT -Ⅲ、 ET-Ⅱ、

ASNT：RT/UT/MT/PT -Ⅲ 
检测机构 山东 

8 于宝虹 组员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1 高工 技术总监 硕士 
RT/UT/PT/MT-Ⅲ、ECT-Ⅱ、

ASNT:UT-Ⅲ、VT-Ⅱ 
检测机构 上海 

9 刘德宇 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4 研究员 部门主任 本科 UT/MT/PT-Ⅲ、TOFD/AE-Ⅱ 特检机构 北京 

10 胡立权 组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

验研究院 
54 正高 部长 硕士 MT/PT/UT/RT-Ⅲ、TOFD /AE-Ⅱ 特检机构 新疆 

11 马向东 组员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

研究院 
48 高工 部门主任 硕士 UT/RT/MT/PT-Ⅲ 特检机构 江苏 

12 綦振国 组员 辽宁省抚顺市特检所 53 教高 室主任 本科 UT/RT/PT/MT-Ⅲ 特检机构 辽宁 

13 罗  炜 候补组员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

限公司 
38 高工 室主任 本科 

核：UT/PT-Ⅲ、ASNT PT-Ⅲ 

特种设备：UT/MT-Ⅱ 
制造企业 广东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4 孔详夷 候补组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

研究院 
44 正高 部门副主任 硕士 RT/MT/PT-Ⅲ、UT/AE/ETC-Ⅱ 特检机构 河南 

15 侯耀明 候补组员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

限公司 
49 工程师 部门副总 本科 UT/RT/PT/MT-Ⅲ 特检机构 山东 

16 王  珍 候补组员 
哈尔滨泰斯特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 
48 正高 副总工程师 本科 UT/MT/PT/RT/ECT-Ⅲ、TOFD-Ⅱ 检测机构 

黑龙

江 

17 杨丽明 候补组员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45 高工 / 本科 UT/MT/PT-Ⅲ、TOFD/RT-Ⅱ 电器检测 江苏 

18 邢  健 候补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1 高工 
高级主管工

程师 

工程

硕士 
UT/MT/PT-Ⅲ 特检机构 北京 

十二、声发射组 

1 张  颖 委员 常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48 教授 / 博士 RTII/UTII/MTII/PTII/AE-Ⅲ 高等院校 江苏 

2 李  伟 委员 东北石油大学 50 教授 处长 博士 AE-Ⅲ 高等院校 
黑龙

江 

3 刘哲军 委员 
航天材料及工艺性能和失效分

析中心 
48 高工 / 本科 

特种设备 AE-Ⅲ、航天：AE-Ⅲ，

LT-Ⅱ 
航天行业 北京 

4 陶元宏 委员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56 教高 / 本科 AE/UT-Ⅲ、TOFD/RT/MT/PT-Ⅱ 行检机构 安徽 

5 牛卫飞 委员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 
42 正高 副院长 硕士 AE-Ⅲ 特检机构 天津 

6 霍  臻 委员 武汉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58 高工 部门主任 硕士 AE-Ⅲ 特检机构 湖北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7 徐彦廷 委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5 高工 首席检验岗 硕士 AE-Ⅲ、PT/MT/RT/ECT-Ⅱ 特检机构 浙江 

8 李邦宪 委员 中国特检院（退休） 62 研究员 / 硕士 AE-Ⅲ 特检机构 北京 

9 张忠政 候补组员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

院 
43 高工 / 硕士 AE/RT/PT-Ⅲ、UT-Ⅱ 特检机构 江苏 

10 刘  鹏 候补组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39 工程师 部门副主任 硕士 AE/MT/RT-Ⅲ、UT/PT-Ⅱ 特检机构 安徽 

11 闫  河 候补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3 高工 室主任 硕士 AE-Ⅲ、ET/RT/UT/MT/PT/TOFD-Ⅱ 特检机构 北京 

十三、涡流组 

1 李  伟 委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40 教授 副院长 博士 / 高等院校 山东 

2 宋  凯 委员 
南昌航空大学测试与光电工程

学院 
45 教授 副院长 博士 学会：ECT/MT-Ⅲ 高等院校 江西 

3 范  弘 委员 钢铁研究总院分析测试研究所 61 教高 / 本科 
特种设备：ECT-Ⅲ、冶金：

UT/ET/RT-Ⅲ、MT/PT-Ⅱ 
冶金行业 北京 

4 刘志琴 委员 
宝武集团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56 高工 

项目经理 

高级专家 
大专 

冶金 ET-Ⅲ、UT-Ⅱ、特种设备

ET/UT-Ⅱ、核电：ET/UT-Ⅱ 
冶金行业 上海 

5 魏  巍 委员 山东寿光巨能特岗有限公司 56 工程师 车间副主任 大专 
ET/UT-Ⅲ(限压力管道元件制造）

冶金 ET/UT/FT/MT-Ⅲ 
冶金行业 山东 

6 徐可北 委员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54 高工 / 硕士 
ET/UT/RT/MT/PT-Ⅲ、航空：

ET/RT-Ⅲ、欧美宇航：RT-Ⅲ 
中国航发 北京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7 伍  颂 委员 
航天材料工艺性能检测和失效

分析中心 
52 高工 / 本科 国防科工（ECT-Ⅲ） 航天行业 北京 

8 马  崇 委员 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48 正高 副总经理 博士 
RT/UT/MT/PT/ECT-Ⅲ、 

电力 RT/UT/MT/PT/ECT-Ⅲ、 
自检机构 天津 

9 胡先龙 委员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55 正高 副总工程师 本科 
U/R/ET-Ⅲ、电力 UT/RT/ET/ 

MT/PT/PA/TOFD-Ⅲ、学会 ET-Ⅲ 
行检机构 北京 

10 钟丰平 委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37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ET/UT/MT/PT-Ⅲ、AE-Ⅱ 特检机构 浙江 

11 史小东 组员 
中石化胜利海上石油工程技术

检验公司 
48 高工 副经理 硕士 ECT/RT-Ⅲ、MT/PT-Ⅱ 检测机构 山东 

12 王伟湘 组员 
武汉三联特种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51 高工 副总经理 大专 UT/RT/MT-Ⅱ、PT/ET-Ⅲ 检测机构 湖北 

13 李运涛 组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2 高工 专业带头人 硕士 ET/MT/PT-Ⅲ、RT/UT-Ⅱ 特检机构 北京 

14 黄焕东 候补组员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0 高工 部长 硕士 UT/RT-Ⅲ、ECT/PT/MT-Ⅱ 特检机构 浙江 

15 郭鹏举 候补组员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40 高工 / 博士 ECT-Ⅲ、MT/MFL/AE-Ⅱ 行检机构 安徽 

16 倪满生 候补组员 大唐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38 高工 部门主任 硕士 RT\UT\MT\PT-Ⅲ、电力 EMT、PA 行检机构 安徽 

17 熊开文 候补组员 
重庆波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45 高工 总工程师 本科 

UT/MT/PT/ECT-Ⅲ、RT/TOFD/ 

MFL(AUTO) -Ⅱ、RT(DR+CR)-Ⅱ 
检测机构 重庆 

十四、漏磁组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 杨理践 委员 沈阳工业大学 63 教授 
校学术委员

会主任 
硕士 学会：电磁-Ⅲ 高等院校 辽宁 

2 黄松岭 委员 清华大学 50 教授 副所长 博士 学会：ET-Ⅲ 高等院校 北京 

3 李育忠 委员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50 高工 总经理 硕士 ECT/MFL(AUTO)-Ⅱ 自检机构 河北 

4 韩  烨 委员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

公司 
44 教高 副经理 硕士 

RT/UT/MT/PT-Ⅲ、MFL/AE/TOFD-

Ⅱ、ASNT:RT/UT-Ⅲ 
自检机构 江苏 

5 李志宏 委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54 正高 部门主任 硕士 MT/PT/RT-Ⅱ、高级检验师 特检机构 安徽 

6 陈金忠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8 高工 室主任 博士 DS、MFL(AUTO)-Ⅱ 特检机构 北京 

7 洪险峰 组员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47 高工 副经理 本科 MFL/ECT -Ⅱ、API570 自检机构 河北 

8 王亚东 组员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42 高工 常务副部长 硕士 
MFL(AUTO)-Ⅱ、AE/ECT/MTⅢ、

RT/UT/PT-Ⅱ 
特检机构 浙江 

9 张青斌 候补组员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39 工程师 / 博士 MFL/UT/MT-Ⅱ 特检机构 安徽 

10 王富祥 候补组员 
中石油管道分公司管道科技研

究中心 
39 高工 / 硕士 UT /MFL(AUTO) -Ⅱ、DS 石油企业 河北 

11 成文峰 候补组员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

公司 
37 高工 部门主任 硕士 MFL/AE-Ⅱ 检验机构 江苏 

12 黄  军 候补组员 
航天宏华汉正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41 高工 总工程师 本科 

RT/MT/PT-Ⅲ、UT/TOFD/MFL-Ⅱ、

ISO/DNV：UT/RT/MT/PT-Ⅲ 
检测机构 四川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十五、新技术组 

1 郭广平 委员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51 研究员 副总工程师 博士 / 中国航发 北京 

2 李书良 委员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52 正高 
中心主任兼

副所长 
硕士 核电：UT-Ⅲ、PT-Ⅱ 中核工业 四川 

3 王维斌 委员 中石油管道科技研究中心 48 正高 正处 博士 
ASNT-Ⅱ、MTII、导波-Ⅱ、MTM-

Ⅱ 
石油企业 河北 

4 王子成 委员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56 研高 总工程师 硕士 / 设备厂商 湖北 

5 彭小兰 委员 湖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41 正高 副总工程师 博士 RT-Ⅲ、UT/PT/MT-Ⅱ 特检机构 湖南 

6 徐维普 委员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 
43 教高 部门主任 博士 高级检验师 特检机构 上海 

7 许  洋 委员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

限公司 
42 研究员 部门主任 硕士 UT/RT/MT/PT-Ⅲ 特检机构 山东 

8 郑  阳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6 正高 室主任 博士 ET/MT-Ⅲ、UT-Ⅱ 特检机构 北京 

9 殷晓康 组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6 副教授 / 博士 / 高等院校 山东 

10 胡淼文 组员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38 高工 副总经理 本科 ASNT:RT/UT/PT/MT/PAUT/AUT-Ⅱ 检测机构 广东 

11 韩  松 组员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6 高工 副总工 硕士 / 设备厂商 广东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2 姜晓红 组员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44 高工 部门主任 本科 MFL(AUTO)-Ⅱ 自检机构 河北 

13 赵吉鹏 组员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

院 
39 高工 部门主任 硕士 UT/MT/PT/RT/ECT-Ⅱ 特检机构 甘肃 

十六、仪器设备器材组 

1 潘强华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6 高工 室副主任 硕士 
RT/UT/MT-Ⅲ、TOFDⅡ、核电：

RT/UT/MT/PT/LT-Ⅱ、ET-Ⅲ 

国家 

质检中心 
北京 

2 丁  杰 委员 上海材料研究所 41 高工 
TC56秘书

长 
硕士 UT/PT/MT/RT-Ⅲ、ASNT:UT/MT-Ⅲ 

NDT 

国标委 
上海 

3 王  琳 委员 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33 工程师 
TC122/SC1

秘书长 
本科 / 

NDT仪器 

分标委 
辽宁 

4 金  萍 委员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 38 经济师 部门主任 本科 / 行业协会 北京 

5 方钢群 委员 黄石上方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53 / 总经理 中专 / 
制造商 

(射线) 
湖北 

6 刘建强 委员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8 / CEO/CTO 博士 / 

制造商 

(射线) 
江苏 

7 陈  明 委员 兰州三磊电子有限公司 56 正高 董事长 博士 / 
制造商 

(射线) 
甘肃 

8 汤立信 委员 
杭州惠威无损探伤设备有限公

司 
54 工程师 总经理 大专 电力：RT/UT-Ⅱ 

制造商 

(射线) 
浙江 

9 王建华 委员 烟台华科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57 工程师 总经理 本科 / 
制造商 

(射线) 
山东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10 蔡庆生 委员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7 / 

董事长/总

经理 
硕士 / 

制造商 

(超声) 
广东 

11 陈宏龙 委员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

司 
51 工程师 总经理 本科 / 

制造商 

(超声) 
广东 

12 林光辉 委员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44 工程师 总经理 本科 / 

制造商 

(超声) 
湖北 

13 郭振详 委员 
南通友联数码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58 教授 总经理 硕士 / 

制造商 

(超声) 
江苏 

14 陈  伟 委员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超声仪器分公司 
58 工程师 总经理 本科 / 

制造商 

(超声) 
广东 

15 魏忠瑞 委员 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 33 
高级经

营师 

董事长/总

经理 
专科 / 

制造商 

(器材) 
山东 

16 柳章龙 委员 
浙江优尔特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缙云像质计厂） 
51 工程师 董事长 本科 / 

制造商 

(器材) 
浙江 

17 李  博 委员 深圳市中昌探伤器材有限公司 57 工程师 总经理 硕士 / 
制造商 

(磁粉) 
广东 

18 沈明奎 委员 吴江市宏达探伤器材有限公司 56 / 总经理 本科 学会：MT/PT-Ⅲ 
制造商 

(渗透) 
江苏 

19 张玉云 组员 北京邹展麓城科技有限公司 64 / 总经理 / / 总代理 北京 

20 谢佳军 组员 
锐珂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48 / 总经理 本科 学会：RT-Ⅱ 总代理 上海 

21 江运喜 组员 
矩阵科工检测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 
41 工程师 总经理 硕士 

Lavender PA/TOFD-Ⅱ,CIVA高

级培训证书 
总代理 北京 



序

号 
姓名 成员类别 工作单位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

学历 
无损检测持证情况 行业属性 地域 

22 帅家盛 组员 北京嘉盛智检科技有限公司 49 工程师 总经理 硕士 / 总代理 北京 

23 贾春燕 组员 
北京大铕科技公司(北大基础物

理实验教学中心) 
57 高工 

总经理（实

验室主任） 
本科 放射性工作人员证 

制造商 

(射线) 
北京 

24 王学斌 组员 成都凯赛尔电子有限公司 53 高工 
射线事业部

副总经理 
本科 / 

制造商 

(射线) 
四川 

25 王艳伟 组员 丹东华日理学电气有限公司 39 中级 副总经理 大专 RT-Ⅱ 
制造商 

(射线) 
辽宁 

26 戴永红 组员 爱德森（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56 高工 副总经理 本科 ET-Ⅲ 
制造商 

(涡流) 
福建 

27 潘  伟 组员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52 高工 部长 本科 UT/ECT-Ⅱ 

制造商 

(国外) 
上海 

28 钟德煌 组员 
通用电气检测控制（上海）有

限公司 
38 高工 

UT技术经

理 
硕士 学会：UT-Ⅲ 

制造商 

(国外) 
上海 

29 邓德进 组员 深圳市亨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3 工程师 副总经理 / / 总代理 广东 

30 韩友华 组员 北京德朗检视科技有限公司 46 高工 副总/总工 硕士 RT/UT/MT/PT-Ⅱ 
制造及 

代理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