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分会专家库人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专长

1 曾令清 男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建筑节能工程

2 潘亚芳 男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3 潘仕海 男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建筑节能工程、混凝
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

、工程安全用品及设施、建筑外门窗

4 温海东 男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建筑节能工程、混凝
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外门窗

5 苏家驹 男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室内环境污染物

6 许德永 男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操作技能培训

7 吴毓炜 男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室内环境污染物、工程安全用品及设施、建筑
外门窗、土工合成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建筑
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8 郭涛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建筑节能工程、混凝
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外门窗
、室内环境污染物、钢结构工程、建筑法规培
训、操作技能培训、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9 周安顺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建筑节能工程、混凝
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外门窗
、室内环境污染物、钢结构工程、土工合成材
料、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

体系审查

10 杜传英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地基基础工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11 陈创群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室内环境污染物、混
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外门窗、建筑检测技术标

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12 黄凤静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室内环境污染物、混
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外门窗、建筑检测技术标

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13 曾国庆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



14 陈海昌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

15 赵玉芳 女 海口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物、建筑节能工程、建筑外门窗、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16 徐光勇 男 海口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钢结构工程、建筑法
规培训、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

管理体系审查

17 王志杰 男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土工合
成材料、建筑法规培训、操作技能培训、建筑

检测技术标准规范

18 袁少丰 男 海南万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钢结构工程、操作技
能培训、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

管理体系审查

19 陈燕 女 海口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室内环境污染物、装
饰装修材料、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

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20 朱振仑 男 海南鑫尚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21 伍群才 男 海南鑫尚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22 王登科 男 海南瑞泽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

查

23 李增宽 男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钢结构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物、混凝土结构工程、装饰装修材料

24 李磊基 男
三亚强鑫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25 陈继平 男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节能工程、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

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26 林树林 男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外门窗、建筑法规培训

27 赵煜 男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28 甘昌峰 男
三亚强鑫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29 廖天 男 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实

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30 李书 男 屯昌诚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物、建筑节能工程、建筑外门窗、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31 李华润 男 屯昌诚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物、建筑节能工程、电气工程、建

筑外门窗、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32 麦珩 男
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33 王宏 男 海南海大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钢
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节能工程

34 杜治光 男 海南海大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节能工程、土工合成材

料

35 张华夏 男 海南海大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室内环境污染物、混
凝土结构工程、土工合成材料、装饰装修材料

36 钟枝宣 男 海南鑫尚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37 容理强 男 海南正信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外门窗、建筑检测技术

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38 吴多飞 男 华检联（海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39 戴玉萍 女 海南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物、工程安全用品及设施、实验室

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40 蒙启晓 女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电气工程、建筑外门
窗、装饰装修材料、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41 傅妮凌 女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42 陈斌斌 女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建筑节能工程、工程

安全用品及设施

43 王传文 男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室内环境污染物、操作技能培训、建筑检测技

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44 马洪岩 男 海南中南标质量科学研究院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给
、排水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建筑法规培训、
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

审查

45 周建华 男 海南中南标质量科学研究院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钢结构工程、混凝土
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检测技术

标准规范



46 严文辉 男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室内环境污染物、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工
程安全用品及设施、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47 曾盈高 男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给排水工程

48 许德永 男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操作技能培训

49 陈祝 女 海口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节能工程、建筑检测技

术标准规范

50 吴剑 男 海南汇国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钢
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室内环境污染

物

51 谢定胜 男 儋州共创建筑工程检测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外门窗

52 邱发强 男 海南天润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53 林晓康 男 海南天润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混凝土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54 谢君祥 男 海口科航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给
排水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系审查

55 邢涛 男 海口科航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建
筑地基基础工程、给排水工程、建筑检测技术

标准规范、操作技能培训

56 习蓉 女 海口科航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混凝土结构工程、给

排水工程、建筑法规培训

57 赵柳娜 女 海南润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室内环境污染物、建
筑节能工程、建筑外门窗、建筑法规培训、操
作技能培训、建筑检测技术标准规范、实验室

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58 郑世加 男 海南共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59 赵世杰 男 海南共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

60 孙海花 女 海南中南标质量科学研究院
室内环境污染物、给、排水工程、操作技能培

训、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