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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玉双路 10号

注册号：CNAS L0893

生效日期：2021年 01月 28日    截止日期：2024年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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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

1 姚小兵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建设工程与

建材；校准项目：热学、力学、声

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2 周洁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3 陈丽

检测项目：食品、农产品、水、土

壤、气体、材料；校准项目：化学

测量仪器。
2021-01-28

4 张云嫦
检测项目：食品、农产品、水、土

壤、气体、材料。
2021-01-28

5 李怀平

检测项目：食品、农产品、水、土

壤、气体、材料、建设工程与建

材；校准项目：化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6 史谢飞
检测项目：食品、农产品、水、土

壤、气体、材料。
2021-01-28

7 叶善蓉
检测项目：食品、农产品、水、土

壤、气体、材料。
2021-01-28

8 方正

检测项目：水、土壤、气体；校准

项目：热学、力学、光学、化学、

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9 张毅

检测项目：水、土壤、气体；校准

项目：热学、力学、光学、化学、

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10 潘义

检测项目：水、土壤、气体；校准

项目：热学、力学、光学、化学、

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11 张雯
校准项目：热学、光学、化学、专

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12 袁礼
校准项目：光学、化学、专用测量

仪器。
2021-01-28

13 邵志新
校准项目：光学、化学、专用测量

仪器。
2021-01-28

14 谢琪
校准项目：光学、化学、专用测量

仪器。
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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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庆 校准项目：化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16 余海洋
校准项目：力学、光学、化学、专

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17 王潇 检测项目：水、土壤、气体。 2021-01-28

18 薛靓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建设工程与建材、特种

设备；校准项目：几何量、力学、

光学、化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19 杜文波

检测项目：无损检测（RT 、 UT 除

外）、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校准项

目：声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20 高磊
检测项目：无损检测（UT 、 TOFD除

外）、材料。
2021-01-28

21 胡常安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几何量、光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22 吴开斌 无损检测（仅 UT） 2021-01-28

23 李兴兴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2021-01-28

24 赵普俊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校准项目：热学、力学

测量仪器。
2021-01-28

25 甘蓉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校准项目：热学、力学

测量仪器。
2021-01-28

26 向丽萍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热学、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27 雷励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热学、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28 王海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热学、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29 杨修杰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2021-01-28

30 熊茂涛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31 王林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校准项目：电磁、时间

频率测量仪器。
2021-01-28

32 马轲瀛
检测项目：电磁兼容；校准项目：

电磁、无线电、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33 孟令刚

检测项目：电磁兼容；校准项目：

声学、无线电、时间频率、专用测

量仪器。
2021-01-28

34 牛红涛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校准项目：电磁、时间频率测量仪

器。
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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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唐国民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校准项目：电磁、力学、无线电、

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36 杨春生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校准项目：电磁测量仪

器、无线电测量仪器、时间频率测

量仪器、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37 余晓曦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校准项目：电磁。
2021-01-28

38 张学波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电磁兼容；校准项目：

声学、电磁、无线电、时间频率、

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39 付志勇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热学、化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40 赵晶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热学、化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41 朱育红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热学、化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42 蒲志强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校准

项目：声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43 孙磊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校准

项目：声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44 赵军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力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45 张海锭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电气设备及

相关产品、无损检测；校准项目：

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46 谢荣基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 2021-01-28

47 苏红雨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校准项目：几何量、热学、力学、

光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48 苏昌林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校准项目：几何量、热学、力学、

光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49 冉庆
校准项目：几何量、力学、专用测

量仪器。
2021-01-28

50 陈潇潇
检测项目：电气设备及相关产品；

校准项目：光学、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51 张宪亮 校准项目：热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52 朱沙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几何量、力学、电磁、光学、专用

测量仪器、声学测量仪器、无线电

测量仪器。

2021-01-28

53 郝丹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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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龚建明 校准项目：几何量测量仪器。 2021-01-28

55 段凯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几何量、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56 党正强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校准项目：

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57 唐韵

检测项目：材料、测量设备、建设

工程与建材；校准项目：力学测量

仪器。
2021-01-28

58 徐尹杰

检测项目：材料、测量设备、建设

工程与建材；校准项目：力学测量

仪器。
2021-01-28

59 杨  勇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校准

项目：声学、电磁、电离辐射、专

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60 鄢铃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校准

项目：声学、电磁、电离辐射、专

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61 廖旭辉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校准

项目：声学、电磁、电离辐射、专

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62 张园月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校准

项目：声学、电磁、电离辐射、专

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63 刘志宏 校准项目：电离辐射测量仪器。 2021-01-28

64 张从华 校准项目：电离辐射测量仪器。 2021-01-28

65 杨建 校准项目：电离辐射测量仪器。 2021-01-28

66 贺涛 校准项目：声学、电磁测量仪器。 2021-01-28

67 汤江文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工程

测量）、测量设备（几何量）；校准

项目：几何量测量仪器。
2021-01-28

68 李刚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地下

管线）；校准项目：几何量测量仪

器。
2021-01-28

69 孔令辉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几何量）、建

设工程与建材（工程测量）；校准项

目：几何量测量仪器。
2021-01-28

70 蔡东炎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几何量）；校

准项目：几何量测量仪器。
2021-01-28

71 周李华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生

化）、测量设备（生化）、消毒灭菌

器材。
2021-01-28

72 袁贵红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力学）；校准

项目：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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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万宇鹏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力学）、电气

设备及相关产品、无损检测；校准

项目：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74 汪斌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力学）；校准

项目：热学、力学测量仪器。
2021-01-28

75 尹保来

检测项目：测量设备（力学）、特种

设备（F1、F2）；校准项目：力学测

量仪器。
2021-01-28

76 黄平

检测项目：测量仪器（电离辐射）。

校准项目：声学、电磁、电离辐

射、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77 陈宇
校准项目：声学、电磁、电离辐

射、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78 龚岚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电离

辐射）；校准项目：声学、电磁、电

离辐射、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79 范杰

检测项目：消毒灭菌器材；校准项

目：声学、电磁、电离辐射、专用

测量仪器。
2021-01-28

80 肖鹏 校准项目：电磁、专用测量仪器。 2021-01-28

81 鄂治群

检测项目：建设工程与建材（声

学）、材料；校准项目：声学测量仪

器。
2021-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