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分中心 姓名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1 北京 王迪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5号（北京印
刷机械所）5号楼3层

/ 010-65007531 18511067213
bmes@sohu.com
mayanyan0701@163.co
m

天津 钱海东 天津市企业家协会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26号B座314
室

/ / 13752285658 /

天津 李玉石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19号 300131 022-23111632 15522236988 5683109@qq.com

王霞 河北省机械工程学会 石家庄市合作路81号 050051 0311-87060198 13832113887 hb87060198@163.com

李项军 河北省科技开发中心 石家庄市裕华东路105号511室 050031 0311-86045526 13833193030
lixiangjun8008@163.
com

朱红 河北省科技开发中心 石家庄市裕华东路105号511室 050031 0311-86045526 15533989824
lixiangjun8008@163.
com

王守信 山西省机械工程学会 太原市并州北路39号 030001 0351-4137542 13007080106 wsxlxy@sina.com

刘春林 山西省机械工程学会 太原市并州北路39号 030001 0351-4137542 15034017469 jxglkf@126.com

于盛蓁 辽宁省机械工程学会
沈阳市和平区文华路3号巷11号东北大
学9舍

110004 024-86615712 13940470931 liaoning@cmes.org

李瑞芝 辽宁省机械工程学会
沈阳市和平区文华路3号巷11号东北大
学9舍

110004
024-86615712
024-25496956

13940218335 liaoning@cmes.org

6 上海 孙元麟 上海市科技学院
上海市黄浦区雁荡路84号科学会堂2号
楼2108-5室

200020 021-53824255 18916536762
yjcai20000101@163.c
om

7 江苏 徐林 江苏省分中心
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省总工会科技楼
315室

210003 025-83496680 13905170395 js_jxdx@126.com

8 浙江 许少宁 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 杭州市大学路高官弄9号 310009 0571-87239559 13857187978 zhejiang@cmes.org

9 黑龙江 程睿怡 黑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信街15号527房间 150040 0451-82625471 13945003605
heilongjiang165@sin
a.com

10 江西 韩新环 江西省机械工程学会 南昌市丁公路125号 330002 0791-86273164 13870951016
hanxinhuan0905@sina
.com
903290081@qq.com

11 山东 李海青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济南市济洛路129号 250031 0531-85871395 18753136518 sd85871395@163.com

12 河南 王彦亭 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郑州市崇山路81号郑州机械研究所428
室

450052
0371-
65951708/8609
6810

15981869979 hnme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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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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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辽宁

mailto:5683109@qq.com


陈万诚 湖北机械工程学会
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8号华润凤凰城
1号楼3203室

430060 027-87130289 18995554148 chwc422@126.com

韩永广 湖北机械工程学会
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33号沙湖公寓 3-
2-203

430071 027-87130289 18971560136 jekhem@163.com

14 湖南 刘芳 湖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长沙市南二环二段300号 410009 0731-85597661 13203101100 hnjxgcxh@sina.com

王炳耀 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德胜东路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528300 0757-22323727 13702821872 /

罗敏华 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德胜东路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528300 0757-22323727 13702835457 1780315205@qq.com

16 广西 李双双 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南宁市民主路17号广西机械大楼109室 530023 0771-5667872 13077705131 liss2222@126.com

于萍 四川省机械工程学会 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墨香路48号 610063 028-85925411 13808050017 jxgcxh@163.com

郑鹏 四川省机械工程学会 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墨香路48号 610063 028-85925410 15828539382 jxgcxh@163.com

王大川 重庆机械工程学会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A区)机械工
程学院办公室

400030 023-65112502 13896069456 419221349@qq.com

冯文军 重庆机械工程学会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A区)机械工
程学院办公室

400030 / / 419221349@qq.com

任国梁 陕西省机械工程学会
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西安交通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西二楼东151号

710049 029-82668808 13379271439
xa-smes@263.net
WXL0407@shaangu.com

孙健
陕西机械电子工程师进

修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145号西安理工
大学704信箱

710048 029-83282586 15398042098 ielunwen@163.com

20 甘肃 赖永亮 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 兰州金昌北路208号 730030 0931-8889292 18919109188 389394518@qq.com

21 新疆 李军 新疆机械工程学会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140号新疆机电
行业办

830002 0991-8893305 13999805077 gthxx2@163.com

22 海南 吴燕 海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海口市海府路168号金鹿大厦7楼 571100 0898-65315578 18976385380 hnjxxh@163.com

23 吉林 贾继伟 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
长春市人民大街5988号吉林大学机械学
院

130025 0431-85094224 13578873406 jlmes@163.com

24 宁夏
林泽润/张元

喜
宁夏机械工程学会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172号宁夏
机械工程学会

750001 0951-6024681 / nxjxgy@163.com

25 内蒙 张振文 包头机械工程学会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3号街坊铁
路罐车站 三楼 一机科协

014030 / 13337199939 zzw9939@126.com

26 福建 郑天浩 福建省机械工程学会
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21号（高工小
区）Z座311-313

350011 0591-83352259 13314919502 thz@fjut.edu.cn

27 贵州 杜剑平 贵州省机械工程学会 贵州市香狮路236号 550003 0851-5952448 13007829580 djp293@sohu.com

19 陕西

17 四川

18 重庆

13 湖北

15 广东

mailto:389394518@qq.com


序号 专业分会 姓名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林松 机械设计分会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1号 100037 / 13601099517
sheji@cmes.org
2218321759@qq.com

丁昕祯 机械设计分会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1号 100037 010-88379217 13810446640 dxz_bkd@163.com

2 物流 周云 物流工程分会 北京市雍和宫大街52号 100007 010-64002961 13601182382 mhi-bjhd@163.com

徐跃明 热处理分会 北京海淀区学清路18号 100083 010-82415002 13701068926 chts@chts.org

邵周俊 热处理分会 北京海淀区学清路18号 100083 010-82415081 13651291330 chts@chts.org

韩冲 热处理分会 北京海淀区学清路18号 100083 82755375 15611919886 /

赵丹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 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1号82号信箱 100083 010-64882235 15210963406 bnx@caams.org.cn

韩清华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 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1号82号信箱 100083 010-64882506 13621244168 bnx@caams.org.cn

王超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 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1号82号信箱 100083 010-64882509 / bnx@caams.org.cn

5 设备维修 杨申仲 设备与维修工程分会
北京海淀区清河小营前屯路北京信息科
技大学南区14号教学楼

100007 010-64019685 13263388050 yang689017@163.com

6 工业工程 刘丹 工业工程分会
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佳怡国际D座2门
1507

/ / 13682142075 drl@tju.edu.cn

7 工业设计 关 阳 工业设计分会
上海市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20
号信箱

200444 / 15301612005 gyjames@126.com

8 塑性 周林 塑性工程分会 北京海淀区学清路18号709房间 / 010-62920652 13811919643 duanya@cmes.org

9 铸造 刘秀玲 沈阳铸造研究所 沈阳市铁西区云峰南街17号 110022 / 13998376158 /

10 表面分会 夏敬忠 / / / / 13307111792 /

4 包装

1 机械设计

3 热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