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第六届理事会 

组成机构名单 

序号 协会职务 姓名 单位名称 单位职务 

1  会  长 李亚平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副院长 

2  副会长 张入通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所长 

3  副会长 徐洪海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 院长 

4  副会长 赵  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所长 

5  副会长 曲道奎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总裁 

6  副会长 邵柏庆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7  副会长 欧阳劲松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

研究所 
所长 

8  副会长 施一明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9  副会长 任  明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0  副会长 梁力强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总经理 

11  副会长 张  鑫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  副会长 刘奕华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理事长 

13  副会长 孙立宁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  

14  秘书长 黎晓东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秘书长 

15  副秘书长 王继宏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 

16  副秘书长 黄永友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 

17  常务理事 岳秀江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副所长 

18  常务理事 宁振波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顾问 



19  常务理事 严  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智能与软件研

究所 
所长 

20  常务理事 陈吉红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1  常务理事 沈  斌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系主任 

22  常务理事 程韬波 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 所长 

23  常务理事 胡丽华 
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长 

24  常务理事 尹周平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

院 
副院长  

25  常务理事 王迎春 北京康拓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26  常务理事 李利民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主任 

27  常务理事 王晓勇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分院院长 

28  常务理事 朱永平 湖北省机电研究设计院股份公司 董事长 

29  常务理事 谭  杰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主任 

30  常务理事 唐济扬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31  常务理事 陈冰冰 广东华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所长 

32  常务理事 陈继权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3  常务理事 高云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副总裁 

34  常务理事 刘  强 中国自动化产业服务集团 董事长 

35  常务理事 马树元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所长/教授 

36  常务理事 赵卫东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37  常务理事 徐昌荣 北京蓝普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38  常务理事 崔  智 山东莱茵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https://cameta.lingxi360.com/contact/detail/LXEQIeFezx0lnUkC


39  常务理事 王  健 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 秘书长 

40  常务理事 王  硕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洛阳）

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 
执行院长 

41  常务理事 张承瑞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教授 

42  理事 杨堂勇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3  理事 李小勇 
工控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CEO 

44  理事 黄  培 武汉制信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45  理事 陈宏娟 湖北省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秘书长 

46  理事 徐击水 武汉奋进智能机器股份公司 董事长 

47  理事 李  奇 北京奇步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48  理事 陆  峰 
北京清大天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总经理 

49  理事 陈  亢 北京金曼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50  理事 佟  浩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副研究员 

51  理事 石  毅 陕西华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52  理事 陈国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院长 

53  理事 孙汉明 杭州中科伺尔沃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54  理事 陈玉飞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55  理事 龙思玲 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总监 

56  理事 江龙康 上海龙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57  理事 池家武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8  理事 邱自学 南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副院长 



59  理事 方  超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有限公司 副主任 

60  理事 朱志坚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副校长 

61  理事 王竹平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总经理 

62  理事 王立勇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副主任 

63  理事 邹春生 北京机电院机床有限公司 总经理 

64  理事 雷绳明 北京威尔泰特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65  理事 赵世凯 北京朗云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66  理事 孙宏泉 北京远东仪表有限公司 总经理 

67  理事 冯天行 杭州新箭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68  理事 马立新 
欧德神思软件系统（北京）有限

公司 
总经理 

69  理事 包伟华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副主任 

70  理事 张少剑 上海愚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71  理事 胡  勇 邦纳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72  理事 卢志辉 郑州机械研究所 主任 

73  理事 包  伟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4  理事 王  南 深圳市思科赛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75  理事 王  泌 爱尔希（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部长 

76  理事 金朝鲜 陕西省机械研究院 主任 

77  理事 赵亦欣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教授 

78  理事 黄  伟 西南大学自动化研究所 副教授 

79  理事 李  斌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80  理事 王文海 杭州优稳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长 

81  理事 张建锋 西安航天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82  理事 王玉敏 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83  理事 赵  辉 焦作华飞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84  理事 张云贵 中国钢研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主任 

85  理事 谢文录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总经理 

86  理事 琚长江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 

87  理事 张冠伟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 

88  理事 吴志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89  理事 孙翰英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90  理事 杨满东 大连行健工业技术服务有公司 总经理 

91  理事 李旭芳 无锡市华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92  理事 翁九星 宁波舜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93  理事 田广军 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4  理事 陈光明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95  理事 杜劲松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主任 

96  理事 岳红兵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97  理事 杨宏庆 
赫优信(上海)自动化系统贸易有

限公司 
总经理 

98  理事 吴志宏 北京天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99  理事 刘  鹏 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 主任 

100 理事 张同良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十八所 所 长 助 理



兼主任 

101 理事 王日新 安徽祁门县黄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02 理事 于德海 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3 理事 郭旭光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EAS

装备制造事业部 
总经理 

104 理事 李仲杰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经理 

105 理事 冯 贵 欧姆龙自动化系统（杭州)有限公司 部长 

106 理事 潘菊初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

公司 
部门经理 

107 理事 杨  娅 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108 理事 刘  丹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现

场总线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109 理事 曹建树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副院长 

110 理事 李  巍 
智汇万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董事长 

111 理事 吴亚君 
朗捷威（上海）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 
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