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拟任委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与职务 

主任委员 

1 刘三江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理事长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院长 

副主任委员 

2 宋金钢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主任 

3 王瑞斌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院长 

4 郭  晋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院长 

5 陶  然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院长 

6 王晓桥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院长 

7 景卫东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安徽三兴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 

8 范志超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9 何仁洋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副院长 

10 舒文华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院长 

11 顾永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院长 

委员兼秘书长 

12 张  华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秘书长 

委员兼常务副秘书长 

13 姜国锋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副秘书长 

委    员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检验检测 

专业领域 

1 李向东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起重机械 

2 雷庆秋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检验检测 

专业领域 

3 孙  民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起重机械 

4 刘大宝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5 赵  鑫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安全科

学研究院) 

6 雷绍群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 蒋剑锋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 王新华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9 王学斌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电梯 

10 王  衡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1 何若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12 马溢坚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13 金新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4 施鸿均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5 李杰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16 赖跃阳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7 曾耀传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场（厂）内机动

车辆 

18 傅顶和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9 陆军伟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20 尤海珍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21 王小燕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22 许  超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23 汤晓英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工业管道 

24 刘长征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5 杨树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6 王维斌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

司管道科技研究中心 

27 左延田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28 陈定岳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检验检测 

专业领域 

29 于少平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 
工业管道 

30 王  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扬

州分院 

31 杨  永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长输管道与公用

管道 

32 姚  钦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33 杨绪运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4 李志宏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35 吴志平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36 单洪翔 大庆油田质量安全环保监督评价中心 

37 韩昌柴 
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西气东输分公

司科技信息中心完整性管理所 

38 刘  勤 上海天然气管网公司 

39 贺小刚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40 王恩和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工业锅炉 

41 党林贵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42 杨必应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43 钱林峰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4 李以善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成德芳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46 马  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7 王海荣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48 缪春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压力容器 

49 谢国山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0 张玉福 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51 吴遵红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2 宋明大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53 赵云峰 大连市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54 罗伟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检验检测 

专业领域 

55 王志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压力容器 

56 汪  杰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7 郭传江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 

气瓶 

58 张保国 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59 韩  冰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 

60 薄  柯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61 孙  黎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62 王菲儿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

锡分院 

63 郭培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64 梁丽红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无损检测 

（射线专业） 

65 李宏雷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66 蒋仕良 中石化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67 张佩鸣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68 景文学 中油七建青岛维康中油检测有限公司 

69 朱丛斌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70 郑  晖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无损检测 

（声学专业） 

71 陈定岳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2 张志超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73 霍  臻 武汉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74 阎长周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75 郝晓军 国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有限公司 

76 于  岗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77 宋红刚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孙  磊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9 周凤革 中国一重大连加氢反应器有限公司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检验检测 

专业领域 

80 邢兆辉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损检测 

（表面专业） 

81 郭伟灿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2 张路根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83 杨  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84 李  沧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85 陈玉宝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6 陈金忠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7 徐可北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88 毛小虎 江苏省特检院常州分院 

无损检测 

（新技术专业） 

89 侯金刚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90 郭广平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91 唐传祥 清华大学 

92 邬冠华 南昌航空大学测试与光电工程学院 

93 徐春广 北京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