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1 谭湘宁 主任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标准工作部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机械信息研究院6楼西厅） 100037

2 田旭东 副总经理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3 孟文惠 总工程师 沈阳鼓风机集团往复机有限公司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6号甲 110869

4 尚勇军 副总经理 无锡锡压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鸿山锡协路199号 214145

5 程广庆 总经济师 上海大隆机器厂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囗区凉城路215弄20号501室 200434

6 李红旗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北京工业大学环能学院 100124

7 钱则刚 副总工程师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8 任芳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9 韩萤焕 董事长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街611号 361100

10 骆景昆 厂长 力达（中国）机电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园镇工业区 362122

11 吴振光 本部长 神钢压缩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兴荣路1515号 2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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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会明
能源化工装备事业部总

经理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264002

13 金巍
压缩机分会标准化工作

委员会主任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B2-502室 100044

14 李琳 总工程师 江苏恒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99号

15 杨毅 副总经理 上海齐耀螺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815号 200431

16 刘庆卫 总工程师
深圳市康普斯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后亭茅洲山工业园全至科技创新园
贰号楼3层Q、3层R

17 刘建杰 总工程师
四川金星清洁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区）港通北三路670号 611731

18 宋云 沈阳鼓风机集团往复机有限公司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6号甲 110869

19 郑国毅 总工程师 泉州恒德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园镇杏秀路泉州恒德集团有限
公司

362122

20 金宏春 总工程师 南京尚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开发区喜燕路1号 211162

21 李兵 特别顾问 南京恒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邵圣路8号（南京恒达压缩机有
限公司）

211100

22 徐秋林 往复子公司总经理 浙江红五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903-3幢 3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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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韩文浩 总经理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街611号 361100

24 徐道敏 总经理兼技术总工 浙江杰能压缩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杰能压缩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洞港
工业区

317106

25 李竞 总经理 上海呈恩压缩机有限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特步大道238号 233000

26 顾军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四研究
所

上海市衡山路10号 200031

27 秦记山 董事长、总经理 柳州柳二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省柳州市鱼峰区龙潭路39号 545000

28 臧杰 副总工程师 安瑞科(蚌埠)压缩机有限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南外环路2001号 233050

29 黄冰阳 副科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一研
究所

武汉市武昌区张之洞路268号 430064

30 张成彦 部长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31 陈圣坤
副总经理兼中国区技术

总监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民益路28号 201612

32 许海平 总工程师 上海环天压缩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600号机电大厦25楼 200070

33 戴晓洲 总经理 江苏锡压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复兴路155号机械大厦新三楼 2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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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计洪旭 压缩机销售总监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甘肃省 兰州市 西固区 合水北路3号 730060

35 盛亚平 总经理
盐城大丰大力源空压机制造有限公
司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中工业园区富康路40号 224100

36 王立新 研究所所长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中华路178号重庆国际商务中心1903室 400900

37 彭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机研究所 710049

38 齐荣琴 总工程师 沈阳申元气体压缩机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永康街19-1/2/3号 110141

39 刘明海 压缩机研究所所长 江西气体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河工业园 341000

40 尤圣斌 科室主任 浙江强盛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十四路486号 325000

41 董稹 副总经理 重庆气体压缩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东风新四村1号 400037

42 张晓青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430074

43 陆征 所长助理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
究所

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3111号 201108

44 南遥 上海佳力士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工业区唐明路518号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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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柳森 副部长 南京日立产机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彤天路219号 211100

46 鲍洋洋 院长助理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合肥市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47 于洋 部长
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29号 230088

48 杨成炯 首席专家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中石化大厦A塔2025室 510620

49 韩红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
工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8号 100083

50 吴晓松 总经理 上海东方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二路318号 201906

51 刘号 总经理 成都天晨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省龙泉驿区大面铺成都天晨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610100

52 徐佳巍 产品开发支持部经理
阿特拉斯▪科普柯（无锡）压缩机有
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锡梅路45号 214028

53 高宝华 研发总监 上海斯可络压缩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亭枫公路1555号 201504

54 孙乐安 总师 上海东方压缩机厂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二路318号 200000

55 井炳 空压机技术组长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亭枫公路8289号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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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骆嘉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57 匡跃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58 孙晓明 副院长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合肥市长江西路888号 230031

59 张进杰 副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5号 100029

60 黄铭科 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193号

61 肖强 副所长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成
都压缩机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世纪大道3号三厂区研究所 610100

62 朱赟煜 项目总监 泛亚气体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新区长江南路15-2号

63 张清源 技术总监 萨震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南阳港西路886号2幢2区

64 何东 总经理 奉化意格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公棠村 315502

65 朱维吉 工程经理 上海英格索兰压缩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南谷支路90号 200245

66 张庆龙 都福（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中南路2号新贸楼二层25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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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余悦 设计研发部副理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民益路28号

68 蔡富强 上海江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普善路239弄25号1602室

69 王晨曦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温岭市工业城

70 周玉新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
西路8067号

71 张扬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安西路8067号

72 周广荣 赛润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新达路1218号

73 姚丽芳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街611号 36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