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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 告

2020 年第 17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庆祝“世界计量日”、向社会开放

各级各类计量实验室的公告

2020 年 5 月 20 日是第 21 个“世界计量日”，国际宣传主题

是“测量支撑全球贸易”，中国特别主题是“计量精准战‘疫’、

助力复工复产”。为庆祝“世界计量日”，加强计量法律法规和

计量知识宣传，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计量、支持计量、发展计量，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和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具体安排，

在各市局的大力支持和全省各级各类计量技术机构的全力配合

下，从 5 月份第二周开始至 5 月底结束，每周五下午 2:30--5:00，

全省各级各类计量技术机构将向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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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以及社会公民开放计量实验室，组织参观者零距离接触

计量实验室和计量标准器具，了解计量器具检定校准过程，学习

计量法律法规和日常知识。现就向社会开放实验室的计量技术机

构名称等相关信息予以公告，望社会各界自觉做好疫情防护，积

极联系参与。

特此公告。

附件：全省开放实验室的计量技术机构信息公示表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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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开放实验室的计量技术机构信息公示表

单 位 计量试验室名称 负责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备 注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光学计量中心实验室 李奕 主任 13772065511

热工计量中心实验室 张琛 主任 15902918166

西安区域

西安计量技术研究院 各检测室 任志刚 副院长 029-88482694

鄠邑区计量检测所 力学室 杨光 所长 13709284404

高陵区计量检测所 检定室 刘朝晖 所长 029-86925012

蓝田县计量检测所 检定室 袁拴红 所长 13669291973

周至县计量检测所 检定室 苏保刚 所长 029-87154737

宝鸡区域

宝鸡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 计量实验室 何红斌 总检验师
0917-2798515

0917-287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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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周应东 所长 0917-4241075

麟游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刘桂侠 所长 0917-7960716

眉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付眉军 所长 0917-5541769

凤翔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赵金成 所长 0917-7219390

凤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张 伟 所长 0917-4764940

陇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杨志龙 所长 0917-4600798

岐山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刘晓军 所长 0917-8213723

太白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王若锋 所长 0917-4952896

扶风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实验室 王立平 所长 0917-5211099

咸阳区域

咸阳市计量测试所 计量检定实验室 靳东 技术负责人 029-33156458

兴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综合室 刘博 所长 13991036155

武功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流量室 赵小瑞 所长 13152331657

衡器室 赵小瑞 所长 131523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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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计实验室 赵碧霞 检定员 13020755191

天平实验室 赵碧霞 检定员 13020755191

压力实验室 赵碧霞 检定员 13020755191

电能表实验室 席红利 检定员 17389116616

礼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测检验所 力学实验室 张天峰 所长 13759707222

乾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综合实验室

段诚

技术负责人 13992075872宋群义

史亚庆

泾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综合实验室 杨东玲 所长 13399109538

三原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综合实验室 杨宏卫 所长 13572756222

彬州市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综合实验室 王文刚 所长 13772559770

永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测室 尚军龙 所长 13209106826

淳化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实验室 张远 检定员 13335418882

旬邑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实验室 席峰 检定员 1592928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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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血压计检定实验室、

压力表检定实验室
任录平 所长 13991031045

铜川区域

铜川市计量所

力学室 赵哲 主任 0909-3285829

流量室 范磊 主任 0919-3285641

机电室 张明 主任 0919-3285865

质量室 张军 主任 0919-3285823

渭南区域

蒲城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检定一室 李彬 室主任 15332225200

检定二室 曹静 室主任 15384539090

实验三室 周琪 室主任 13572709186

大荔县检测检验中心

血压计 杨小茜 检定员 15336122159

压力表 刘燕 检定员 13891317192

食品检验室 苗艳妮 检验员 18091350329

渭南市计量测试所 民用表计量检测室 王炬 室主任 1538938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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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计量检测一室 李超 室主任 17702958931

热工理化计量检测室 党鑫 室主任 13636814670

医疗计量检测室 于娅鸽 室主任 18609136085

华州区

质量技

术监督

检测检

检定一室（血压计、压力表） 闫萌 室主任 13992357555

检定二室（天平、砝码） 陈力平 室主任
13060322068

白水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孙亚碧 所长 13310930811

合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压力表 刘玲云 检定员 13991665108

血压计 赵亚萍 检定员 13772777711

潼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检定一室（血压计、压力表） 樊彬 室主任 13649134914

检定二室（天平、砝码） 苏琪 室主任
18091318379

澄城县质量技术监督

检测检验所
血压计、压力表检定室 彭淑红 室主任 13892585398

富平县检验检测中心

压力室 赵普选 室主任 18392812798

天平室 王静 室主任 13892304883

食品检测中心 张艳 副主任 1529138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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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压力检定室 孙旭明 所长 13891376333

澄合矿业通风安全仪表站
风表检定室 田红梅 业务主管 13892312867

催化燃烧甲烷测定器检定室 李富 检定员 13892319280

延安区域

延安市计量测试所 延安市计量测试所试验室 马瑞轮 所长 0911-8068585

黄龙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张洪涛 所长 13909116001

延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袁延强 所长 13809115669

吴起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李伟 所长 0911-7857079

宜川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梁勤龙 所长 15891617218

安塞区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计量试验

室
赵建华

所长 0911-6215303

延川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郝晓旭 副所长 15129757911

甘泉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许彦龙 所长 13992107767

黄陵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王晖 所长 13892199100

富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中心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试

验室
罗延军 副主任 1357111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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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张小 宁 所长 13509110439

洛川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试验

室
张会霞 所长 13571137304

榆林区域

榆林市计量测试所

热电检测中心 白志平 主任 18992239505

医疗理化检测中心 刘宝平 主任 13389129239

煤矿安全检测中心 赵晓玲 主任 18992239592

长度检测中心 张娟蓉 主任 18992239520

流量检测中心
冯光耀

王锦珍
副主任

18992239558

18992239516

靖边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衡器检定室、压力表检定室 俞涛 所长 13572632700

米脂县市场监管局检测检验所 衡器检定室 王伟 副所长 18392299119

神木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衡器检定室、压力表检定室 刘惠平 所长 13992226912

子洲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衡器检定室、燃气表检定室 曹志军 所长 13992279297

榆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横山分局检测

检验所
检测检验所实验室 贺飞 所长 15891025990

定边县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燃气表检定室 闫旭云 技术负责人 137207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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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检定室 李恒宇 检定员 18091248855

府谷县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压力表 王峰 主任 15596069333

衡器检定室 王明义 副所长 13571297599

清涧县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衡器室、压力表检定室 郝海团 所长 15191244678

吴堡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压力表、衡器检定室 李荣生 所长 13279125999

佳县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压力表检定室、衡器检定室 张有成 所长 13891262916

汉中区域

汉中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
长度光学检定室、力学理化室、

热学电学室
张旭东 科长 13892606333

南郑区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室 郭宏斌 所长 13891676668

城固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室 崔 超 所长 13369258238

勉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压力室、天平室、血压计室 董利军 所长 18091663155

洋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室 杨利军 所长 13992642666

西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西乡县计量所 葛昌佳 所长 13709169096

宁强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室 马军 所长 1592942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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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县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定室 张德刚 所长 0916-4822248

镇巴县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
计量检定室和食品检测实验室 华美琨 中心主任 13379367566

留坝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血压计检定室、衡器检定室 杨飞凤 负责人 15891663603

佛坪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食品检测实验室 王琴 负责人 18700602209

安康区域

安康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 天平砝码室、民用三表室 王 斌 质量负责人 18991513126

平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利县检验检测中心 徐子阳 主任 18992523456

镇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镇坪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石 星 副主任 17709158275

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岚皋县检验检测中心 胡福林 主 任 15991190567

石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药品和质量技术检验检测

中心
邓 伟 副主任 15209150900

白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验检测中心 王孝平 副主任 17709157390

旬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药品和质量技术检验检测

中心
吉品政 主任 13992505109

宁陕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验检测中心 钟佩娟 副主任 18609158388

紫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药品和质量技术检验检测

中心
刘彦 主任 1361915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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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康德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陈德林 总经理 13389157915

汉阴县检验检测中心 柯亚丽 副主任 18609159697

商洛区域

商洛市计量测试所

检测七室 刘晓青 室主任 13991451282

检测二、六室
张勇、

朱政恺
室主任 15891360158

检测三室 王永为 室主任 13992450168

检测五室 石强 室主任 15877622225

镇安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检定室 赤镇丽 检定员 13992452031

柞水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检定一室 刘国军 室主任 13991420823

检定二室 韩霆 助理工程师 15309147275

山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检定一室 牛新顺 室主任 13991411818

检定二室 蔡宏科 室主任 13991411818

洛南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检定一室 郭爱国 室主任 13309146968

检定二室 张昕 室主任 1399150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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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血压计、压力表、秤 陈平 助工 15829171360

天平、砝码 潘华琴 工程师 18992440179

丹凤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综合检定室 王春月园 技术负责人 0914-8021168

杨凌示范区区域

杨凌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所 流量室 龙刚 副所长 029-87031949

韩城区域

韩城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 计量检测室 陈康 所长 0913-5299911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国网陕西电力计量中心
国网陕西电力计量中心电能表、

互感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

宋晓林

苏东盟

副主任

主管

029-89698702

029-89698710

13572251165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张延辉 副主任
029-83304168

13991261838

陆新伟 技术专责
029-83304126

13072955833

冯芙蓉 技术负责人
029-83304166

13991180220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汉中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汉中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杨汉军 主任 0916-28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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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渭南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渭南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仇娜 副主任

0913-2163002

15389620006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段双梅 主任 0915-3153608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咸阳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咸阳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白斌 主任
029-33265951

13891078899

高馨 技术负责人
029-33265562

13008542028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商洛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商洛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丁宏林 主任

0914-2102509

13991561178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铜川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铜川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刘刚 主任
0919-3452278

13992975558

刘军民 质量负责人
0919-3452908

15929698761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榆林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榆林供电

公司计量室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王刚 副主任
0912-6096300

13892236611

李晓慧 质量负责人
0912-6096302

18681933229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

公司电能表试验室

刘军 计量室主任
0917-3822508

18691720567

时晶 技术负责人
0917-3822516

15029475577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延安供电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延安供电

公司电能表检定室
钟剑 主任 0911-766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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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地电计量中心 标准量传检定室 李凯 中心主任 18691800811

陕西地电咸阳计量所 单、三相电能表实验室 陈亚 检定班班长 13629185000

陕西地电汉中计量所 电能表试验室 王凯 所长 13891672315

陕西地电宝鸡计量所 电能表检定室互感器检定室 侯宏波 计量所所长 13892718258

陕西地电商洛供电分公司 计量所 张卫平 检定班长 13891406566

陕西地电安康供电分公司 计量检测室 黄涛 所长 13700251711

陕西地电渭南供电分公司 计量所 宋伟民 所长 13909138553

陕西地电延安供电分公司 单、三相电能表检定实验室 白志军 所长 13991770485

陕西地电西安计量所 计量检测室 白旭波 综合班班长 15929946111

陕西地电榆林供电分公司 计量检定室 岳永林 科长主任 13991079013

省级法定检定机构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校准实验室 常书昌 主任 177 9572 4163

西安航天计量测试研究所 实验室（长、热、力、电）

张建斌 质量负责人
029-85207459

13759917750

姜 丽
市场服务部

副部长

029-85615574

135721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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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伟 二部副部长
029-86103001

13468972968

西安航天动力测控技术研究所 计量检测中心 钱同伍 主任 15339032723

中电科瑞测（西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实验室 张伟 实验室主任 13072952308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计量中心

力学 张诚 力学组长 13720530446
和平村

工业园区

智能无损 王青 质量负责人 18717325111 环城西路

陕西测绘仪器计量监督检定中心 测绘仪器计量检定室 吴学文 中心副主任 029-87604279

陕西省纺织计量中心 陕西省纺织计量中心 实验室 陈琳 主任 029-83553592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计量检定站 计量实验室 陶茂盛 站长
029-85232861

13991217301

测绘仪器

计量检定、

校准
中国石油陕西销售公司计量检定室

中国石油陕西销售公司计量检

定室
郭瑞 检定员 029-88899324

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 计量站 张国瑞 主任 029-81019220

兵器工业西北地区理化检测中心
兵器工业西北地区理化检测中

心
关伟 主任 029-83202969

西安西自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西仪股

份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分

公司）

温度室、化学室、流量室 胡民安 副总经理 13109600125

压力室、电学室 安京 副主任 029-8864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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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庆计量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力学、化学、热学实验室 马朋飞

质量负责人

13193334230

力学、化学、热学实验室 马朋飞 13193334230

力学、化学、热学实验室 马朋飞 13193334230

陕西力源仪器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力学室、热学室、长度室、电学

室、化学室
颜莉 技术负责人 029-89257181

陕西龙源阳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力学实验室 毛彦博 技术负责人 18691058168

陕西米特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力学、热学、理化实验室 袁雷 技术负责人 18991951240

陕西中检计量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力学、长度实验室 王海娟 技术负责人 18091883595

陕西匠鑫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气体、压力实验室 颉三刚 项目主管 029-89288367

热学实验室 王岗 项目主管 029-89288367

综合实验室 王磊 项目主管 029-89288367

陕西国华现代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流体实验室、环境实验室、化学

实验室、物理实验室
杨嘉泉 总经理助理 18192310876

陕西远景计量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力学实验室 姚凯 技术负责人 17782506601

陕西云展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医学实验室 翟佳兴 技术负责人 1539806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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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实验室 李治全 技术负责人 18700905783

热工实验室 张新礼 实验室主任 15829808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