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名单

（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本会职务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委员

1. 主任委员 孙文龙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副院长

2. 副主任委员 张光春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COO

3. 副主任委员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退休) 研究员

4. 副主任委员 刘正新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主任

5.
委员兼

秘书长
张军华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高工/主任

6.
委员兼

副秘书长
裴会川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高工/中心标准

科研部部长

7. 委员 万跃鹏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CTO

8. 委员 周强民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CTO

9. 委员 严大洲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副总工

10. 委员 宗 冰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CTO

11. 委员 张 海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副总经理

12. 委员 唐 骏 镇江荣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总裁

13. 委员 张雪囡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副总工

14. 委员 张冠纶 通威太阳能(成都)公司 研发副总裁

15. 委员 周 伟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副总裁

16. 委员 宋登元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高工/副总经理

17. 委员 牛新伟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轮值总裁

18. 委员 王 琪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19. 委员 张 淳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20. 委员 吕 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教授/组件研

发副总裁

21. 委员 倪志春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高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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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委员 丁 建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23. 委员 许 涛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高级总监

24. 委员 葛华云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研发助理总监

25. 委员 黄 强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26. 委员 邵爱军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27. 委员 陈如龙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总监

28. 委员 王永谦 江苏爱康能源研究院
副研究员/

副院长

29. 委员 勾宪芳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研发主任

30. 委员 赵 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31. 委员 刘云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32. 委员 王一鸣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总经理

33. 委员 周光大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总经理

34. 委员 夏文进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董事、副总裁

35. 委员 全 杨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副总裁

36. 委员 黄宝玉 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工/副总经理

37. 委员 陈洪野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38. 委员 肖 锋 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总经理

39. 委员 周大良 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0. 委员 李补忠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半导体事

业群副总裁

41. 委员 黄国华 陕西众森电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总工

42. 委员 张 治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科技管理

部主任

43. 委员 卢 刚 黄河水电光伏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技术总监

44. 委员 周承军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高工/副总裁

45. 委员 张盛忠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46. 委员 孙海燕 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技术研发

部副总经理



序号 本会职务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47. 委员 冯云岗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48. 委员 纪振双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高工/副主任

49. 委员 王 冬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主任助理

50. 委员 恽 旻
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高工/研发部长

51. 委员 张 雪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新能源部总监

52. 委员 熊利民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正高级）

/室主任

53. 委员 杨爱军
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国家光伏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高工/主任

54. 委员 刘海涛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高工/

技术负责人

55. 委员 王士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研究员/

研究院院长

56. 委员 张 臻 河海大学
副教授/能源与

动力研究所所长

观察员

1. 观察员 陈五奎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高工、高级经济

师/董事长、总工

2. 观察员 张秀涛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3. 观察员 冉 祎 四川永祥多晶硅 技术经理

4. 观察员 林方兴 亚洲硅业（青海）太阳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5. 观察员 高连生
协鑫集团北方公司协鑫集团中央研

究院
高工/副总经理

6. 观察员 桑 燕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技

术负责人

7. 观察员 王同心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研

发总监

8. 观察员 季明龙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总

监

9. 观察员 梁宏陆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任

10. 观察员 戴建方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11. 观察员 胡红杰 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与技术

经理

12. 观察员 李茂刚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常

务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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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员 刘 莹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工程师/技术中

心副总经理

14. 观察员 黄晓阁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经

理

15. 观察员 周艳方 晶澳太阳能 技术总监

16. 观察员 杨春杰 上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研发总

监

17. 观察员 刘亚峰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高

级总监

18. 观察员 郭志球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副总裁助理

19. 观察员 杨小武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

20. 观察员 刘松民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21. 观察员 张永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高级经理

22. 观察员 姜锦华 汉能控股集团 高工/副总监

23. 观察员 武振羽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正高、教授/全球

产品研发中心

CTO

24. 观察员 昌菁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工程师/光伏技

术总监

25. 观察员 伍成军
西安特变电工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
总工程师

26. 观察员 周 平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设计咨询

分公司副总经理

27. 观察员 周双全 北京金鸿泰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常务副总

裁

28. 观察员 翟佐绪
江苏峰谷源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高工/总工

29. 观察员 卢佳妍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高级工程师/技

术负责人

30. 观察员 刘 睿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太阳能事业部总

经理

31. 观察员 龚道仁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工程师/光伏事

业部副总经理

32. 观察员 张俊超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33. 观察员 孟海凤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34. 观察员 黎健生
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国家光伏

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工程师/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