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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专家委员会机构设置及 

首批委员名单 

 

一、领导机构 

1.名誉主任委员 

阎晓峰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 

2.主任委员 

陈国庆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3.执行主任委员（轮值） 

彭  寿  中国工程院院士/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教授级高工（轮值时间：2024-2025 年） 

李叶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教授级高工（轮 

值时间：2022-2023 年） 

4.常务副主任委员 

刘建华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 

二、首席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加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 

李叶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教授级高工 

张联盟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姜德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彭  寿  中国工程院院士/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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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高工 

董绍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

究员 

傅正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缪昌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 

三、秘书处 

1.秘书长 

石红卫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秘书长、科技发展部主任、教

授级高工 

2.副秘书长 

罗  宁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科技发展部副主任 

韩前卫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曹志强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部

常务副部长 

四、学部及委员（学部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1.水泥学部 

首席专家： 

李叶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教授级高工 

学部主任： 

隋明洁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工 

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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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军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文寨军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水泥院院长、

教授级高工 

包  玮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首席特聘专家、教 

授级高工 

朱  兵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 

朱晓彬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教授级高工 

任强强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发部部长、研究员 

刘  建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副总 

监、教授级高工 

吴铁军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工 

程师 

沈晓冬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张同生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员 

林永权  华润水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赵美江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副总经 

理、教授级高工 

陶从喜  华润水泥技术研发（广西）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崔素萍(兼任)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隋同波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教授级 

高工 

彭学平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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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高工 

程  新  济南大学教授 

蔡玉良  中国水泥协会首席技术专家、教授级高工 

魏卫东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魏文荣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2.玻璃学部 

首席专家： 

彭  寿  中国工程院院士/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教授级高工 

学部主任： 

韩高荣  浙江大学教授 

学部委员： 

田英良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朱永昌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石英与特玻

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刘世民  燕山大学教授 

刘成雄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

级高工 

刘起英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张  冲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教授级高工 

欧迎春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玻璃院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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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教授级高工 

祖成奎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玻璃院院长、

教授级高工 

程  华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

高工 

谢  军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教授

级高工 

滕建中  凯盛君恒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潘锦功  成都中建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3.非金属矿学部 

学部主任： 

唐靖炎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副会长、教授级高工 

学部委员： 

陈松林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侯立兵  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

级高工 

高长贺  北京金隅通达耐火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 

高工 

董发勤  西南科技大学校长、教授 

4.混凝土学部 

首席专家： 

缪昌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 

刘加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 

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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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发洲  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学部委员： 

王振地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孔祥明  清华大学教授 

龙武剑  深圳大学教授 

卢忠远  西南科技大学教授 

史才军  湖南大学教授 

冷发光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研究员 

宋作宝  中建材中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张云升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 

张日红  宁波中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教授级高工 

张  雁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教授级高工 

洪锦祥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钱春香  东南大学教授 

钱觉时  重庆大学教授 

蒋正武  同济大学教授 

薛万银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5.陶瓷学部 

首席专家： 

董绍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研究员 

傅正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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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主任： 

吴建青  广东新明珠陶瓷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学部委员： 

王  志  济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白战英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张伟儒  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教授级高工 

张  锐  洛阳理工学院校长、教授 

陈玉峰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苑克兴  广东中科华大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 

级高工 

黄政仁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6.房建材料学部 

学部主任： 

刘凤东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院长、教授级

高工 

学部委员： 

丁红梅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

级工程师 

万建东  江苏一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权宗刚  西安墙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李应权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工 

吴卫平  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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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增寿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长、教授级高工 

武发德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7.新材料学部 

首席专家： 

姜德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张联盟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学部主任： 

马振珠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

级高工 

学部委员： 

伊希斌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气凝胶材料创新团队 

主任、研究员 

麦立强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宋力昕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文进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 

级高工 

张忠伦  中建材科创新技术研究院（山东）有限公司院长、 

教授级高工 

陈  文  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郅  晓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主任、教授级 

高工 

赵  谦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教授级高工 

侯涤洋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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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献东  纳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栗正新  河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磨料磨具所所长、教授 

贾金升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黄存新  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所多尺度 

晶体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8.数字化与智能化学部 

学部主任： 

王孝红  济南大学教授 

学部委员： 

王  健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教授级

高工 

王  玮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员副院

长、高级工程师 

汤  峻  华新水泥技术管理（武汉）数字化创新中心总监、

教授级高工 

9.教育与人力资源学部 

学部主任： 

崔素萍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学部委员： 

王  志(兼任)  济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  锐(兼任)  洛阳理工学院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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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文(兼任)  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董发勤(兼任)  西南科技大学校长、教授 

蒋正武(兼任)  同济大学教授 

10.产业政策学部 

学部主任： 

孙星寿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总经济师、行业工作部主任、

教授级高工 

学部委员： 

王文利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教授级高工 

孔祥忠  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教授级高工 

李建华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张佰恒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会长、高级工程师 

武庆涛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 

高工 

11.标准规范学部 

学部主任： 

周丽玮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秘书长、标准质量部主任、

教授级高工 

学部委员： 

尹靖宇（兼任）  建材工业质量认证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教

授级高工 

何光明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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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 

狄东仁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工 

陈  璐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教授级

高工 

蒋元海  嘉兴学院教授级高工 

雷建斌  国检集团西北运营中心总裁、教授级高工 

颜碧兰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12.绿色低碳学部 

学部主任： 

石红卫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秘书长、科技发展部主任、 

教授级高工 

学部委员： 

王加军（兼任）  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王栋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 

尹靖宇  建材工业质量认证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白战英（兼任）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

授级高工 

权宗刚（兼任）  西安墙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

授级高工 

刘起英（兼任）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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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 

陈旭峰  河北睿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隋同波（兼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教授级高工 

颜碧兰（兼任）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 

级高工 

潘锦功（兼任）  成都中建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教 

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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