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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协调推进组、总体组

和专家咨询组组成方案

一、组织结构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协调推进组下设专家咨询组、总体组，

如下图所示。

二、职责和人员组成

（一）协调推进组

1.职责

统筹协调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征询专家咨询组意见和

建议，指导总体组开展工作，审议智能制造标准化规划、体系和

政策措施，协调处理标准制修订和应用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督促检查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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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组成

组长：

田世宏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标准委主任

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副组长：

张文兵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司长

罗俊杰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

胡 燕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

成员：

李忠娟 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曹国英 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

苗长兴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一级巡视员

国焕新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

肖 寒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

梁晓捷 工程院一局副局长

联络员：

杨 晶 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制造业智能化处主任科员

杨建坤 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先进制造与网络处处长

甘小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标准处处长

叶 猛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智能制造处二级调研员

李东方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联络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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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山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信息技术与自动化标准

处副处长

王晓俊 工程院一局咨询处二级调研员

（二）专家咨询组

1. 职责

向协调推进组提出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化规划、体系和政策措

施建议，对总体组的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参与和推进智能制造领

域国内国际标准研制、试点、宣贯、应用实施等工作。

2. 人员组成（共 50位）

组长：

尤 政 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副校长

副组长（共 7位）：

李伯虎 工程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

赵春江 工程院院士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首席科学家

单忠德 工程院院士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副院长

韩 俊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原巡视员

戴 红 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原巡视员

董景辰 工程院咨询服务中心教授级高工、特聘专家

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名誉主任

成员（共 42位）：

赵 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



— 4 —

欧阳劲松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邱月明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王 英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赵钦志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工

李 颖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一级巡视员（正局级）

林 宁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调会理事长

张相木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专家咨询委主任

屈贤明 工程院咨询服务中心教授级高工、特聘专家

肖 华 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特聘专家

宋晓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谭湘宁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标准工作部主任

张维新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于美梅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智能制造推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郝玉成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

祝宪民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高级顾问

姜 维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党委书记

张炎龙 浙江省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吉红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姚振智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王世刚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首席专家

肖承翔 中机研标准技术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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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斌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王 琨 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小东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轮值院长

江 源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李 强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胡长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首席专家

吴志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主任

赵鹏飞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苗建军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郑 元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所长

周园春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助理

纪学成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朱恺真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谢兵兵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朱毅明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刘爱军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蒋白桦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勇智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信息师

战 凯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三）总体组

1. 职责

在协调推进组的指导下开展智能制造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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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拟定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化规划和政策措施建议，组织智能制

造标准体系的修订，组织智能制造相关国家标准立项工作，协调

技术内容和技术归口，推进智能制造相关行业标准工作，组织开

展智能制造标准试点示范、应用实施、宣贯培训等工作，组织参

与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化工作并开展国际标准化交流与合作。定期

向协调推进组汇报工作进展。

2. 组成

组长单位：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副组长单位：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成员单位（共 84家）：

（1）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 20家）

全国海洋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

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

全国电工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4）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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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3）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24）

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6）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

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0）

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1）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0）

全国机床数控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7）

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35）

全国建材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5）

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5）

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2）

全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73）

（2）研究机构和协会（共 32家）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http://std.samr.gov.cn/search/orgDetailView?data_id=95164CE5C6CDB97BE05397BE0A0A6F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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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国农业化机械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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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3）企业（共 32家）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

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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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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