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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8号

注册号：CNAS L0502

生效日期：2019年 05月 08日    截止日期：2022年 11月 19日

附件 2 认可的授权签字人及领域

序号 姓  名 授权签字领域 说明

1 高思田 长度专业检测、校准

2 薛梓 长度专业检测、校准

3 黄杨 长度专业检测、校准

4 李建双

激光扫描仪,激光跟踪干涉仪,工业测量全站

仪,关节臂式坐标测量机,激光雷达三维坐标测

量系统检测、校准

5 王为农 螺纹、坐标机、机床检测；螺纹、坐标机校准

6 刘香斌 量块线纹检测、校准

7 孙双花 量块线纹检测、校准

8 朱小平 长度精测量仪检测、校准

9 王池 温度、流量及压力真空检测、校准

10 王铁军 温度、流量及压力真空检测、校准

11 陈伟昕 温度、流量及压力真空检测、校准

12 原遵东 温度、流量及压力真空检测、校准

13 张金涛 接触测温检测、校准

14 郑玮 接触测温检测、校准

15 李旭 流量检测、校准

16 孟涛 流量检测、校准

17 李燕华 压力真空检测、校准

18 林鸿 辐射测温检测、校准

19 屈继峰 接触测温检测、校准

20 张  跃 力学、声学专业检测、校准

21 杨  平 力学、声学专业检测、校准

22 张智敏 力值扭矩仪器检测、校准

23 胡  刚 力值扭矩仪器检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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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授权签字领域 说明

24 王  健 质量称重仪器检测、校准

25 王金涛 容量、密度、硬度检测、校准

26 吴书清 振动、冲击仪器检测、校准

27 贺青 电磁专业检测、校准

28 邵海明 电磁专业检测、校准

29 张江涛 交流电量检测、校准

30 李敏 交流电量检测、校准

31 梁波 直流电阻及仪器、电气安全检测、校准

32 张伟 磁参量检测、校准

33 张秀增
数字仪器仪表、材料电磁特性、标准电池检

测、校准

34 李正坤 直流电阻、超导强磁、直流电压检测、校准

35 杨雁 交流阻抗检测、校准

36 吴钒 无线电计量、安全性能检测、校准

37 高秋来 无线电计量、安全性能检测、校准

38 于力 半导体材料参数、集成电路、安全检测、校准

39 黄  攀 EMC项目检测、校准

40 李进源 EMC项目检测、校准

41 何昭

高频电压、信号源、接收机、调制、失真、通

信参数、半导体材料参数、集成电路检测、校

准

42 郭晓涛

高频电压、信号源、接收机、调制、失真、通

信参数、半导体材料参数、集成电路检测、校

准

43 卞昕
信号、调制、失真、高频电压、通信参数检

测、校准

44 刘科
信号、调制、失真、高频电压、通信参数检

测、校准

45 吴昭春 脉冲、视频参数、频谱参数检测、校准

46 崔孝海 微波参数校准

47 宋振飞 微波参数校准

48 林延东 光学检测、校准

49 刘慧 光度检测、校准

50 代彩红 辐射度、色度检测、校准

51 陈赤 辐射度、色度检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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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马冲 激光辐射度检测、校准

53 邓玉强 激光辐射度检测、校准

54 熊利民 光通信与光探测器检测、校准

55 甘海勇 材料、光谱检测、校准

56 张健 辐射剂量检测、校准

57 张彦立 辐射剂量检测、校准

58 张辉 辐射剂量检测、校准

59 吴金杰 辐射剂量检测、校准

60 梁珺成 活度计量检测、校准

61 赵清 活度计量检测、校准

62 李德红 辐射剂量检测、校准

63 王坤 辐射剂量检测、校准

64 方占军 时间频率检测、校准

65 张爱敏 时间频率检测、校准

66 梁坤 时间频率检测、校准

67 李红梅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食品、质谱 检测、校准

68 马联弟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食品、质谱 检测、校准

69 何雅娟 有机化学专业检测、校准

70 徐  蓓 有机化学专业检测、校准

71 邵明武 有机化学专业检测、校准

72 王军 无机化学专业检测、校准

73 史乃捷 无机化学专业检测、校准

74 张庆合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食品、质谱 检测、校准

75 陈大舟 质谱检测、校准

76 宋小平
激光波长、纳米、材料和物理化学计量领域校

准和检测项目

77 殷聪
激光波长、光栅线距、纳米、材料和物理化学

计量领域校准和检测项目

78 钱进 激光波长、光栅线距

79 施玉书
纳米计量、表面结构、微纳几何量类专业校

准、检测项目

80 王海 物理化学专业校准与检测项目

81 修宏宇 物理化学专业校准与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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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任玲玲
纳米材料、工程、医学材料的表观特性及化学

特性检测项目、校准项目

83 张文阁 粒度、浊度、分子量专业检测项目、校准项目

84 张万璐 节能检测、校准

85 杜文伟 节能检测、校准

86 赵奕奕 节能检测、校准

87 徐定华

电磁环境测量、电磁兼容检测、能效校准和测

量、计算机性能、软件测评、机房检测、数据

通信校准、网络设备，轨道交通机车车辆设备

检测项目

88 武  彤

电磁环境测量、电磁兼容检测、能效校准和测

量、计算机性能、软件测评、机房检测、数据

通信校准、网络设备，轨道交通机车车辆设备

检测项目

89 崔伟群 软件测评

90 韩桥 气体类全部检测、校准

91 周泽义 气体类全部检测、校准

92 王德发 气体类全部检测、校准

93 刘文丽
医学计量、工程光学、生物、生化类 检测、校

准

94 王晶 生物、生化类检测、校准

95 武利庆 生物、生化类检测、校准

96 傅博强 生物、生化类检测、校准

97 朱建平 工程光学、医学计量检测、校准

98 陈燕 工程光学、医学计量检测、校准

99 张吉焱 工程光学、医学计量检测、校准

100 林安利 磁性材料检测、校准

101 胡一中 环境试验检测

102 张民
环境试验检测、防伪技术产品（防伪标识、防

伪票证、防伪材料、包装箱）检测

103 黄铁翔
防伪技术产品（防伪标识、防伪票证、防伪材

料、包装箱）检测

104 王煜 长度专业检测和校准

105 何龙标 声学校准、检测

106 冯晓娟 温度（接触测温）校准、检测

107 杨远超 压力真空校准、检测

108 李春辉 流量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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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蒋继乐 力与扭矩校准、检测

110 贺建 防伪技术、环境试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