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名单

顾问：郭孔辉院士  李骏院士  倪维斗院士  谭建荣院士  贺泓院士  陈学东院士  黄庆学院士

主任委员：苏万华院士  黄震院士   

副主任委员：邢  敏  王增全  佟德辉  谭贵荣  黄成海  戴松高  李金成

(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职    务

1 丁惟云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高可靠与轻量化性能研究、电驱

动与控制方向
中国重汽科学家、集团公司总工

程师、重型商用车总设计师

2 王  云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后处理 副总经理

3 王  玉
苏州达菲特过滤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油泵油嘴、柴油发动机燃油喷射
系统、柴油过滤器、DPF再生系

统、燃料电池进气系统
总经理

4 王  仲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 总工程师

5 王  忠 江苏大学 内燃机低碳燃料与燃烧 教授

6 王  星 安徽环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动力系统零部件 技术开发中心主任

7 王  辉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燃烧过程与控制
先行技术研究院院长/

公司副总工程师

8 王天友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内燃机燃烧与排放控制；新型低

碳动力装置
院长

9 王必璠 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 商用车柴油机开发 发动机开发总师

10 王金华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高效清洁低碳发动机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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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  均 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 内燃机活塞、缸套 首席技术专家

12 方  成
常州易控汽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动力控制系统 总工程师

13 方伟平 平原滤清器有限公司 内燃机过滤系统 研发中心技术总师

14 计维斌
上汽集团商用车技术中心/上
海内燃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管理、行业管理与标准化、
发动机试验装备

总监

15 邓康耀 上海交通大学 内燃机增压 教授

16 龙美彪
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核心零部件制造 党委书记、董事长

17 平  涛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一一研究所
船用发动机研发 科技与信息化部主任

18 平银生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发动机开发 副总工程师

19 帅石金 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发动机，混合动力，燃料电池 党工组组长，副院长

20 丛建臣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 总工程师

21 冯长虹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研发设计、新能源电

子类产品研发
技术副总经理

22 尧命发
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内燃机工作过程 主任

23 吕  林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发

动机分公司
内燃机

副总经理/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总经理

24 朱元宪 成都威特电喷有限责任公司 内燃机燃油喷射系统，电控技术 技术总监

25 刘  龙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船动力研

究院有限公司
内燃机燃料燃烧、控制、测试、

数字化
教授/研发部副部长（挂职）

26 刘  屹
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
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控制 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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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刘  凯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柴油机开发及应用 副总经理

28 刘  胜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 柴油机总体性能研究
研究员

兵器青年科技带头人

29 刘  雄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发动机性能提升及排放升级 总工程师

30 刘长振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 发动机设计 技术部部长

31 刘世英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内燃机及零部件研发 总工程师

32 刘江唯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

车开发院
动力总成研发

商用车开发院院长助理兼发动机
开发部部长

33 刘国庆 吉利动力总成研究院 发动机 总工程师

34 刘顺利 济南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移动源排放法规 主管工程师

35 刘瑞林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内燃动力装备高原环境适应性 教授

36 刘德文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 副总经理

37 孙  军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 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

38 孙柏刚 北京理工大学 内燃机代用燃料燃烧与排放 教授

39 纪  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机动车排放控制和政策标准

40 纪常伟 北京工业大学 内燃机节能及净化 教授

41 花  琳 北方通用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增压技术 研究员

42 李  刚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燃料喷射系统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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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  勤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 总裁助理

44 李大明 卓品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信息科学 总经理

45 李方义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再制造；
生物质材料；生命周期评价；
LCA；故障诊断；损伤检测；损

伤评估；

副院长

46 李志娟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
柴油发动机研发 重型产品总工程师

47 李国祥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内燃机性能与排放控制 教授

48 李绍安
钧风电控科技（大连）有限

责任公司
共轨系统开发

49 李振国
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中汽研(天津)
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研究 副主任/节能减排研究部部长

50 杨冬霞
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

司
工业催化 技术研究院院长

51 杨永忠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内燃机 总经理

52 杨延相 无锡恒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内燃机及车辆电子控制技术，内
燃机燃烧及排放控制技术，内燃
机尾气后处理技术，发动机及车
辆排放特性研究，液体雾化特性

董事长

53 吴旭陵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车技术中心
汽车动力总成

副总工程师兼
动力总成与电气化中心执行总监

54 邱国平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柴油机开发设计 公司副总工程师

55 何世虎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汽车质量管控等 执行董事、总经理

56 邹悟会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技术总监、技术中心主任

57 辛强之 淄柴动力有限公司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船

用柴油机、替代燃料发动机
（LNG、甲醇、氨等）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58 汪志义 安徽全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 副总经理及技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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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宋国民
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

所
燃料喷射系统 副所长

60 张  欣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技术重点试验室

代用燃料发动机燃烧及控制技术 教授/主任

61 张子辰
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

司
柴油机设计制造 副总经理

62 张平山 华闽南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零部件 总工程师

63 张扬军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涡增发动机与涡电混合动力 教授

64 张兆亮
山东瑞彬精密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
内燃机低排放 总经理

65 张志福
芜湖埃科泰克动力总成有限

公司
高端装备及制造 副总经理

66 张金伟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磁阀及相关技术
技术中心副主任/

变速箱电磁阀事业部总监

67 张育春 吉利动力总成研究院 发动机开发与应用 项目总监

68 张俊彦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
固体润滑与表面防护 副所长

69 张献安 平原滤清器有限公司
内燃机过滤净化与排放后处理系

统
规划部高级经理

70 陆国祥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产品规划及汽车新技术研究院

双模中心副主任

71 陆宪忠 济南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移动源排放法规 副总经理

72 陈  涛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效内燃机开发 新能源及动力中心总监

73 陈小迅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净化技术与产品研发及工业

化
发动机（柴油）专业总工程师

74 陈正国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

限责任公司
发动机尾气后处理 技术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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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邵诗波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 首席工程师

76 邵逸群
山东华盛农业药械有限责任

公司
机械设计与制造 技术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77 郑志勋
芜湖永裕汽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发动机铝合金气缸盖铸造、机加

工工艺的研究
董事长兼总经理

78 居钰生
上海电机学院热能与动力工

程研究所
内燃机及其零部件系统、节能减

排
教授

79 孟凡昌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钻采动力设备
传动与应急动力事业部

总经理助理

80 赵  扬 天津悦泰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燃油添加剂、车用尿素及汽车养

护化学品
副总经理

81 赵云昆
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

司
机动车排放后处理控制 技术总监

82 赵明好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进排气

机构分会
内燃机零部件及材料 秘书长

83 赵增亮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 通机动力事业部副总经理

84 胡佳富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
发动机 气体机总工

85 胡铁刚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设计开发、混动系统开发  汽车动力研究院总经理

86 段  杰
无锡康明斯涡轮增压技术有

限公司
有源噪声控制，内燃机 总工程师

87 俞小莉 浙江大学
内燃机热管理、疲劳可靠性设计

理论与技术
教授

88 施旭文 蚌埠金威滤清器有限公司 滤清器 总工程师

89 宫艳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总院
发动机开发

发动机性能开发与技术规划
高级主任

90 祖炳锋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现代内燃机设计理论及方法、低
碳高效内燃机整机开发、清洁能
源动力系统研究、多元动力系统

控制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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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秦  静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高效清洁发动机技术 第一研究室主任助理

92 莫东强 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 材料热处理、失效分析 总工程师

93 莫金中 无锡惠山泵业有限公司 机电及流体工程学 技术副总经理

94 桂梓南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机 技术总监

95 贾  滨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

托车技术中心）
内燃机排放控制

第一研究室
主任

96 贾佳奇
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研

究院有限公司
汽车及工程机械整车及发动机性

能及排放
副总经理

97 贾素芬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

有限公司
发动机 副总裁助理

98 夏立峰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换热器 试验中心主任

99 倪  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移动源污染防治技术及标准、政

策

100 徐春龙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 柴油机燃油喷射系统 燃油系统研究室主任

101 高广东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负责人、副总

102 唐  颋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柴油机 研发部部长

103 唐金池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柴油机开发 副总设计师

104 谈秉乾 无锡恒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动机尾气排放后处理系统 副总经理

105 黄  猛 淄柴动力有限公司
船用柴油机、替代燃料发动机
（LNG、甲醇、氨等）研发

副总经理

106 黄佐华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高效清洁低碳内燃机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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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盛  平
江苏亦文农林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
林业机械及小汽油机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108 银增辉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
汽车油品测评及应用技术 平台总监/T5 学科带头人

109 商潭苏 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 结构、性能、排放 副总经理

110 隆武强 大连理工大学 内燃机性能、混合动力 教授

111 彭  千 柳州源创电喷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拖拉机、内燃机 技术顾问

112 葛蕴珊 北京理工大学
移动源（汽车、船舶、非道路）

排放
教授

113 董  兵
济南沃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车用发动机零部件的设计与制造 副总经理

114 蒋炎坤 华中科技大学
发动机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发
动机流动燃烧排放及其控制，清

洁可再生能源动力系统
教授/博导

115 韩令海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总院
发动机及燃料电池开发、电控标

定
动力总成部部长

116 锁国涛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高效清洁燃烧技术的研究 发动机事业部总工程师

117 谢  辉 天津大学
发动机及混合动力智能控制；无
人驾驶车辆控制；智能网联与车

路协同控制
教授

118 谢如堂 浙江耀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发动机及配套机组 总工程师

119 楼狄明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低碳/碳中性燃料应用技术、移
动源排放智

能后处理技术、移动源智能混合
动力技术等

常务副院长

120 雷基林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动力设计与优化 院长

121 窦坦彬 山东盛祥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柴油机零部件精密加工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22 蔡文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效内燃机，流体机械，热管理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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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肇  奇
中机寰宇（山东）车辆认证

检测有限公司
内燃机性能排放开发及排放认证

试验
节能排放事业部部长

124 颜伏伍 武汉理工大学 汽车动力系统及其控制 汽车学院院长

125 冀丽琴 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研发 总工程师

126 魏衍举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内燃机 副教授

秘  书：闫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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