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职 务 姓名 工   作   单   位 职务/职称
1 主任委员 刘晓华 中国衡器协会 理事长/高工
2 副主任委员 宋奎运 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3 副主任委员 戴  峰 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高工
4 副主任委员 范韶辰 济南金钟电子衡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5 副主任委员 鲁新光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6 副主任委员 胡  强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力学计量研究所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7 副主任委员 周  彪 上海友声衡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8 副主任委员 梁跃武 山西新元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副教授

9
副主任委员
兼秘书长

戚汝东 中国衡器协会 秘书长/高工

10 委员 段小军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1 委员 刘  伟 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2 委员 李春孝 北京市春海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工程师
13 委员 金  岩 北京高登衡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4 委员 邓永强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系统分析师
15 委员 李  溯 北京盘天新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高工
16 委员 方  芳 太原太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高工
17 委员 赵玉秋 沈阳衡器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处长/总工程师
18 委员 张洪波 大连市金马衡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19 委员 侯彦玲 哈尔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 高工
20 委员 叶家梁 上海凯士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21 委员 罗建敏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上海分站 副站长/高级工程师
22 委员 张宏社 中航电测上海耀华称重系统公司 技术副总监/高工
23 委员 柴建新 上海大华电子秤厂 副研究员
24 委员 陈东富 上海彩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5 委员 龚小林 苏州仅一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26 委员 张晓传 无锡耐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27 委员 何福胜 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8 委员 董晨光 苏州市计量测试研究所 室主任/高工
29 委员 杨  栋 无锡市计量测试院 衡器部部长/工程师
30 委员 顾增华 杭州钱江称重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1 委员 俞河会 杭州四方称重系统有限公司 高工
32 委员 郑文广 浙江蓝箭称重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33 委员 罗伏隆 余姚市通用仪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4 委员 马丙辉 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35 委员 田忠涛 浙江南洋传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

36 委员 杨青锋 宁波控泰电气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7 委员 施迎平 余姚太平洋称重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中级工程师
38 委员 黄芳健 浙江霸王衡器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工程师

39 委员 姚玉明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工程师
40 委员 吕  强 合肥市正茂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程师
41 委员 荆大永 淮北矿区计量检测中心 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42 委员 张立兵 江西众加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工程师/副总经理
43 委员 赵易彬 青岛市计量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44 委员 杨德柱 河南丰博自动化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45 委员 郭莹晖 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高工
46 委员 何晓东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程师
47 委员 龙冬方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厂长
48 委员 洪培光 深圳市艾柯特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49 委员 许兆欣 深圳市杰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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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委员 许  涛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主任/高级工程师
51 委员 胡  军 重庆市华驰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52 委员 刘建群 中航电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 工程师

53 委员 张荣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第四十
四研究所（陕西电器研究所）

技术中心主任/研究员

54 委员 陈增典 陕西四维衡器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高级工程师
55 委员 张玉东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西安分站 高级工程师
56 委员 王小岗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高工

高级顾问 施昌彦
阎宝珠
刘九卿
陈日兴
沈立人
陈  莽
方原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