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区计量专家汇总表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计量标准考评员证号 现从事专业

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杨春生 男 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747号 机动车测速、机动车安检

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学波 男 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161号
无线电、时间频率、医学、超

声

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余晓曦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标考（国）字第748号 磁学

4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孟令刚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 量标

考(国)第第896号
无线电

5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袁辉 女 副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843号 电学计量

6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王林 男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480号 电学计量

7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唐国民 男 研究员
一级考评员量标考（国）字第 

479号
电磁计量

8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杨勇 男 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150号 一级 电离辐射计量学

9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园月 男 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313号 一级 电离辐射

10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黄扬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标考国字第314号一级 电离辐射

1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贺涛 男 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311号 一级 声学

1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苏红雨 男 研究员 一级标考国第485号 光学

1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苏昌林 男 研究员 / 光学计量

14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周彦 女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484号 物体色光学计量

15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刘若凡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 量标

考（国）字第845号
光学、辐射温度计量



16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宪亮 男 副研究员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 量标

考（国）字第837号
光学、辐射测温

17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陈潇潇 女 工程师 / 光学计量

18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方正 男 二级研究员 /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

19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毅 男 高级工程师 / 化学计量

20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潘义 男 副研究员
国家计量考评员 量（川）字

0458号
化学计量及标准物质研究

2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雯 女 高级工程师 量标考（国）字第839号 化学

2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刘庆 女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证(标

考（国）字第483号)
化学计量

2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杨嘉伟 男 副研究员 / 化学计量及标准物质研制

24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王星 男 副研究员 /

25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余海洋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标考(国)字第840号 化学计量及标准研究

26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王维康 男 副研究员 / 化学计量及标准研究

27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曾令平 男 高级工程师 / 化学计量

28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苏敏 女 副研究员 / 分析化学，化学计量

29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袁礼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标考（国）字第482号 化学计量

30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谢琪 女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457号 化学计量

3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薛靓 女 研究员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

考国字第481号）
几何量

3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龚建明 男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154号 长度计量



3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徐尹杰 男 副研究员 / 力学测试与计量

34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段凯 男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156号 力学计量

35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袁贵红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   量

标考(国)字第625号
力学计量

36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党正强 男 高工 一级考评员 力学

37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朱沙 男 研究员
一级考评员：量标考（国）字第

157号
振动冲击测试与计量

38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唐韵 男 副研究员 / 力学测试与计量

39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赵普俊 男 研究员
国家计量标准二级考评员量

（川）字第0135号
流量计量技术研究及管理

40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甘蓉 女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301号 压力计量

4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向丽萍 女 副研究员 量标考(国)字第842号 流量计量

4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雷励 男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477号 流量计量

4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杨修杰 男 助理研究员 / 产品环境适应性测试

44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熊茂涛 男 研究员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

考（国）字第844号）
流量计量

45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李怀平 男 副研究员 / 生物计量、理化检测

46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周李华 女 副研究员 /
生物计量、生化与分子相关研

究与检测

47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叶德萍 女 副研究员 / 生物计量、检测和研究

48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马丽侠 女 助理研究员 /
生物计量、生化与分子相关研

究与检测

49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蒋子敬 男 助理工程师 / 生物计量



50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付志勇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 量标考

（国）字第478号
温度计量与检测

5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孙磊 男 高级工程师 / 声学计量与检测

5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鄂治群 男 助理研究员 / 声学计量与检测

5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蒲志强 男 研究员 一级（国310） 声学计量与检测

54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赵军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

考国字第838号）
交通检测设备计量与检测

55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李海 男 高级工程师 / 交通检测设备计量与检测

56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谢荣基 男 工程师 / 声学计量与检测

57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赵晶 女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

考国字第841号）
温度计量与检测

58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朱育红 女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

考国字第624号）
温度计量与检测

59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廖艳 女 工程师 / 温度计量与检测

60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韩志鑫 男 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二级考评员（量）

（川字第0489号）
温度计量与检测

61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邱东利 男 副研究员 量（川）字第0488号 交通专用类

6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万宇鹏 男 工程师 / 声学计量与检测/交通专用类

63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海锭 男 工程师 / 真空计量与检测

64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陶磊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渝（2008）字第039号 几何量

65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钟华 女 高级工程师
一级计量标准考评员证编号国标
考国字第486号；二级计量标准

考评证号量渝（2006）第

几何量

66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张雯 女 高工 量渝(2006)字第013号 温度计量



67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李霞 女 正高
国家二级考评员 量渝(2015)字

第015号
流量

68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陈风华 女 高级工程师 量渝（2015）字第016号 流量

69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许涛 男 高级工程师 / 衡器

70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曹进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标考（国）字第851号 力学

71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董光先 男 高级工程师
量许(2005)字第2551号；渝量法
(2010)字第110号；量渝(2008)

字第035号

力学

72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袁静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二级（省级）考评

员量渝（2006）字第004号
电磁学

73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于灵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二级（省级）考评

员量渝（2010）字第106号
电磁学

74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罗浩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二级（省级）考评

员量渝（2010）字第105号
无线电、时间频率

75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江力 男 高级工程师 / 无线电

76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班亚 男 工程师 / 时间频率

77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莫洪波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渝(2015)字第017号、量许

(2005)字第2552号
化学、光学(物理光学)、医疗

78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苏阳 男 工程师 / 光学

79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李玉斌 男 工程师 / 声学

80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徐新平 女 工程师 / 声学

81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徐阳 男 高工 量标考（国）字第487号 医学计量

82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宋海龙 男 工程师 / 电离辐射

83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周中木 男 正高级工程师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
考（国）字第818号；国家二级
考评员：量渝（2015）字第003

物理化学



84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王龙 男 高级工程师
国家二级考评员量渝（2015）字

第005号
物理化学

85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邹晓川 男 高级工程师 / 技术管理

86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饶杰 男 高级工程师 〔2008〕（滇）字第065号 技术管理

87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常萱 女 正高级工程师 〔2008〕（滇）字第059号
压力计量；真空计量；计量科

研及计量技术管理

88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阮俊 女 高级工程师 / 计量科研管理、化学计量

89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龚榕 女 高级工程师 量2008滇字第056号 技术管理

90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莫伟平 女 高级工程师 量标滇字第0104号 技术管理

91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许澍 男 高级工程师 量2008（滇）字第101号 热工计量

92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罗家伟 男 高级工程师 量标（滇）字第0108号 压力

93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钟衍程 女 高级 量2012（滇）字第169号 温度计量

94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朱自科 男 正高级工程师 YNZJ2013066 电磁计量

95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曾舒帆 男 高级 / 电磁计量

96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王　晖 男 高级 / 力学计量

97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江淼 男 高级 量2008（滇）字第085号 物理化学计量

98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李思 女 高级 量2008（滇）字第096号 光学化学

99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张俊 男 高级 量2008（滇）字第074号 理化光学计量

100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马敏 女 高级 / 物理化学计量



101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马建民 男 高级 量2008（滇）号字第089号 医学计量电离辐射

102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龚毅峰 男 高级工程师 量2008（滇）号字第093号 医学计量电离辐射

103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赵学清 男 高级 / 流量容量计量

104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莫小鸥 男 高级 / 流量、容量计量

105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杨宁 男 高级 量2012（滇）字第168号 交通计量

106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黄坚 女 正高级工程师 一级量标考（国）字第297号 计量产品质量检测

107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黄健 女 高级工程师 量2012（滇）字第172号 计量器具质量检验

108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李诗铁 男 高工 / 计量技术管理

109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陈静 女 高工 / 计量技术管理

110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顾曦 女 高工 / 计量技术管理

111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姜波 男 高工 2012003 热工计量

112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尤婕雯 女 高工 / 力学、温度计量

113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毛文 女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院
计量标准考评员黔量标（考）字

第2009009号
化学计量

114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张相山 男 正高级工程师
国家一级考评员量标考（国）字

第296号
医学计量

115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吕小洁 女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计量标准考评员黔量标（考）字

第2009015号
几何量计量测试

116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罗志东 男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计量标准考评员黔量标（考）字

第2009013号
质量（衡器）、容量（中、

小）

117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沈力 男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
计量测量仪器、设备及系统研

发



118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宋茂江 男 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 计量技术创新研发

119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杨楠 男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09022号 质量计量

120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周道 男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1206号 力值、硬度、转速计量

121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龙元平 女 高工
国家计量标准一级考评员量标考

（国）字第315号
物理化学、  密度计量

122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罗刚 男 高级工程师 量（黔）字第2009014号 长度几何量

123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陈一 男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09016号
力值、硬度、转速计量、雷达

测速、水泥软练

124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王宁 男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09025号 质量管理

125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龙波 男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13003号 时间频率、无线电、电磁

126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韩锋 男 高工 / 时间频率

127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胡康宁 男 高工 2019012 热工计量

128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邓琳 女 高工
法定计量机构考评员  量（黔）
字第201210号/计量标准考评员  
黔量标（考）字第2009011号

计量技术管理

129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李倩 女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09026号 热工计量

130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杨霏 男 高级工程师 / 计量技术研发

131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陈光贵 男 高级工程师 / 电磁、振动、声学计量

132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顾惠昱 男 高工 / 力值、硬度、转速计量

133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付欣艳 女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09023号 力学计量

134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张磊 男 高级工程师
计量标准考评员 黔量标（考）

字
第2009024号

医学计量



135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蒋贵芳 女 高级工程师 量（黔）字第2009014号 长度几何量

136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闵世俊 男 高级工程师
计量标准考评员 黔量标（考）

字
第2017004号

化学计量

137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王庆举 男 高级工程师 / 电磁、振动、声学计量

138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吴凯华 男 高工 / 力值、硬度、转速计量

139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王勇 男 高工 黔量标考字第2013002号 机动车专业计量

140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刘晓东 男 高级工程师 / 医学计量

141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董昱 男 高级工程师 / 长度计量

142 西藏自治区计量测试所 谢皓东 男 高级 / 医学计量及理化计量

143 自贡检验检测院 钟红 男 正高级工程师 / 电学、热学、计量技术管理

144 自贡检验检测院 李庆 女 正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178号 计量技术管理

145 自贡检验检测院 王大春 男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232号 /

146 自贡检验检测院 刘果林 男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374号 力学（流量）

147 自贡检验检测院 王勇 男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260号 质量管理

148 自贡检验检测院 曾慧琴 女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431号 热学、电磁学

149 自贡检验检测院 罗泉 男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428号 力学

150 自贡检验检测院 刘庆 男 正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314号 物理、化学

151 自贡检验检测院 刘丽娜 女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494号 物理、化学



152 自贡检验检测院 郑红 女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259号 质量管理

153 自贡检验检测院 谭见闻 男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430号 力学（流量、容量）

154 自贡检验检测院 吴江 男 工程师 量（川）字第0469号 计量管理

155 自贡检验检测院 巫小斌 男 高级工程师 量（川）字第0429号
几何量、光学（眼科）、力学

（交通测速）时间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