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核与辐射类专家库入选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擅长领域

1 董毅漫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处长/

正高级工程师
放废管理

2 曲云欢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室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

3 王晓涛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辐射环境监测与评

价、辐射风险管控、辐射事故应急

4 李雪琴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辐射环境监测与评

价、辐射风险管控、辐射事故应急

5 许忠扬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辐射风险管控、辐

射事故应急

6 姜文华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与评价

7 彭  慧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辐射风险管控

8 王寅宁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辐射风险管控、辐

射事故应急

9 党  磊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辐射环境监测与评

价、辐射风险管控、辐射事故应急

10 黄  力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法律法规

11 何泽勇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射医学、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核反应堆工程、电磁辐射、伴生放射

性矿环境管理

12 张永富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核反应堆
工程、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13 侯安鑫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经济师 核与辐射应急、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4 韩宝宝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



15 侯爱忠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核技术
利用、核反应堆工程、电磁辐射、伴生

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16 郑兴国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电磁辐

射

17 张红俊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核技术

利用、电磁辐射

18 王丽平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放废管理、核

技术利用、核反应堆工程、电磁辐射、

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19 赵幽竹
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射医学、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20 吴玉生 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21 杜欣莉 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22 段  军 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与评价

23 刘洪宾 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废管理

24 师莉娟 山西省太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总工程师/

正高级工程师
放废管理

25 张国华 山西省太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放废管理、电磁辐射、伴生

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26 杜向阳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总经理/

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辐射防护、核技术利用

27 廉  冰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所长/

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

性矿环境管理

28 郭喜良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所长/

研究员
放废管理

29 战景明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所长/

研究员
核工业职业病危害防治



30 徐  卫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室主任/

研究员
放废管理

31 韦应靖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主任/

研究员
辐射防护

32 秦秀军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射医学

33 王三平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电磁辐射

34 刘  辉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电磁辐射

35 梁  栋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放废管理

36 张文宇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辐射防护、核技术利用

37 郑博文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放废管理

38 古晓娜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辐射防护、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核

反应堆工程

39 段志凯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

40 李洪辉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医学、放废管理、核

技术利用

41 程  昶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核技术利用

42 安  全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员 核医学、放射医学

43 邓纪琴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放废管理、

核技术利用

44 刘晋瑾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中辐核仪市场开发

部主任/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辐射防护

45 马跃峰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防护、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



46 任  熠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技术利用

47 韩  震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电磁辐

射

48 侯雪莉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高级实验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

49 许文黎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核技术利用

50 肖运实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

51 任泽忠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安委办主任/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技术利用

52 褚浩然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放废管理

53 薛向明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防护、核技术利用、核反应堆工程

54 高  超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
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55 曹  露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环评室主任/

副研究员
辐射防护、电磁辐射

56 李建伟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

57 史学峰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环境工程所副所长

/

副研究员

辐射防护、电磁辐射

58 郭丽潇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所长助理/

副研究员
核与辐射应急、放废管理

59 赵  原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所长助理/

副研究员
辐射防护

60 王书献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电磁辐

射

61 赵珍伟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电磁辐

射



62 杨月梅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电磁辐

射

63 张一兵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

64 柴栋良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放

射医学、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65 郭  强 中辐核仪
主任助理/

副研究员
核技术利用

66 吴秀花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核集团科技带头

人/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67 李永敏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正研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68 冯计连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放

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69 曹将荣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70 罗  彦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放废管理

71 安海军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辐射防护、核医学、核

技术利用

72 刘毓健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

电磁辐射

73 刘  霞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放
射医学、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电磁

辐射

74 樊林栋 中核第七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核

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75 凌  君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核技术

利用

76 林权益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

77 李  斌 中北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核与辐射应急



78 郝晋堂 原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技术利用

79 王改英 阳泉市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

电磁辐射

80 李集勋 太原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主任/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放废管理、电磁辐射

81 庞文星 太原绿佳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放废管理

82 郭栋鹏 太原科技大学 教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伴生放射性

矿环境管理

83 武志强 山西正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

84 冯淑娈 山西伊维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85 韩  锋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评价部长/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放射医学、放废管理、核技
术利用、电磁辐射

86 杜  锐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山西能源学院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87
上官  

铁梁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山西大学
教授 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

88 李  贞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放废管理、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矿环

境管理

89 邓建军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山西省冶金设计院

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

矿环境管理

90 代学兵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山西润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理事/

高级工程师
电磁辐射

91 李  彦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山西能源学院
高级工程师

放废管理、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矿环

境管理

92 诸  铮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绿色生态学会
副会长/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

矿环境管理

93 邱卫忠 山西省煤炭地质--五勘查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



94 代金芝 山西省煤炭地质--五勘查院有限公司
主任/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

95 张跃红 山西省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

96 赵雨云 山西省晋城市生态环境局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反应堆工程

97 常轶深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其他

98 朱  燕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反应堆工

程、电磁辐射

99 郭  欣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电磁辐射

100 李曼曼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电磁辐射

101 米静洁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电磁辐射

102 张  祥 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103 赵振雷 山西千易环保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核反应堆

工程、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

理

104 郭先龙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有机旱作农业研究院 副研究员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技术利用

105 李  林 山西开放大学 副教授 放废管理、电磁辐射

106 赵彦军
山西晋勤集团咨询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放射医学、电磁辐射

107 牛丽春 山西国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核反应堆工程

108 杨荣国 山西大学
博导/

教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

109 晋旭东 山西大地晋新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电磁辐射



110 柳争艳 山西大地晋新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门副部长、质量

责任人/高级工程

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11 贾真贇 山西大地晋新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12 张  伟 山西大地晋新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核技术

利用、电磁辐射

113 李建勇 山西大地晋新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核医学

、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14 李海耀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15 雒志龙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辐射 环境监测、辐射防护、电磁辐射

116 姚绍芳 临汾市尧都区卫生监督所 主任医师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射医学

117 吴仰民 临汾市尧都区卫生监督所
副所长/

副主任医师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射医学

118 高鹏举 临汾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19 王  锐 晋城市计算机行业协会 高级工程师
核与辐射应急、核反应堆工程、电磁辐

射

120 杨光俊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

121 赵  刚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电磁辐射

122 陈建琴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沁源分局 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23 蔡  敏 山西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

主任医师
核医学

124 冯贵生 山西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核医学

125 李丽娟 山西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核医学、核反应堆工程



126 张婧娴 山西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放射医学、核反应堆工

程

127 刘晋彦 山西省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副主任护师
辐射防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128 张  弓 山西省人民医院
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辐射环境监测、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放废管理

129 陈保民 山西省人民医院 高级工程师 放射医学

130 张广伟 山西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技师 核与辐射应急、核医学、核反应堆工程

131 王翠玲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废管理、核技术

利用

132 陆克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废管理、核技术

利用

133 毕丽青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辐射防护、核技术利用

134 吴巧丽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护师 辐射防护

135 李  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预防保健科副主任

/

副主任护师

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136 陈海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放

射医学

137 邢晓汾 山西省肿瘤医院
副主任/

主任技师
辐射防护、核医学、放射医学

138 郝素华 山西省肿瘤医院
主任/

主任医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电磁辐射

139 王艳艳 山西省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140 范  炤 山西医科大学 教授 辐射防护、放射医学、放废管理

141 王秀娟 山西省中医院
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放

射医学、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142 徐树明 山西省儿童医院
主任/

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143 杨  辉 山西省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144 张万春 山西白求恩医院
科主任/

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核医学、放

射医学、放废管理、核反应堆工程

145 胡涞锁 太原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核反应堆工程

146 李  新 太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科主任/

主任医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核技术利用、

电磁辐射

147 李国锋 国药同煤总医院 主任技师
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护、放射医学、

核反应堆工程

148 闫  君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主任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放废管理、核

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149 郭学义 长治医院附属和平医院
科长/

主任医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核医学、放射医学、放废管理、核

技术利用、核反应堆工程、电磁辐射、

伴生放射性矿环境管理

150 郭贵平 忻州市人民医院
主任/

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151 汪智飞 山西黄河环境与资源经济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放废管理、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矿环

境管理

152 王德才 山西新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辐射防护、放废管理、电磁辐射

153 秦有松 高平市康复医院 副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154 郑  斌 高平市中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155 王艳丽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正高级工程师
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辐射防

护、放废管理、核技术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