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环境保护专家库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职称 行业领域 专业领域

1 白涛 安美特（中国）化学有限公司青岛服务部 男 高工
化工（石化）、机械、金属表面处
理

环境工程（废气、废水
、固废）

2 包兴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船舶

与海洋工程系
男 副教授

水利水电、能源、交通运输、农林
牧渔、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
设、海洋及海岸工程；区域开发

海洋环境

3 毕学军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男 教授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生态建设、环
境管理

环境工程

4 陈刚 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 男 高工
金属冶炼及压延、机械、电子、建
材、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城市建
设、市政公用工程、其他（船舶）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5 陈国丽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女 高工

纺织化纤、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机械、电子、建材、食品、酿造、
火电、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区域开
发

大气环境

6 陈浩玺 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交通运输；交通
环境工程（废气、废水
、固废）



7 王永仪 青岛金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男 副教授 环境管理、化工（化工、医药） 环境工程

8 程桂福 环境学院 男 研究员

水利水电、农林牧渔、社会服务、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生
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
理（水利）

地表水环境

9 程经华
青岛理工大学

环境学院
男 高工

化工、纺织化纤、造纸、机械、建
材、食品、酿造、交通运输、农林
牧渔、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环境管理；区域开发

环境工程（废水）

10 程丽华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女 教授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环境管理；环
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11 程新群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男 高工
火电、能源；行业规划与管理（能
源）

环境工程

12 池振明 中国海洋大学 男 教授

化工（医药、农药）、食品、酿造
、农林牧渔、海洋及海岸工程、社
会服务、生态建设；区域开发（海
域）

海洋环境

13 褚世新 青岛市工程咨询院 男 研究员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行
业规划与管理（交通、城市建设）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14 褚衍洋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造纸
、机械、电子、建材、食品、酿造
、火电、社会服务、生态建设；环
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



15 崔春月 青岛农业大学 女 副教授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清洁
生产审核

地表水环境、环境监测

16 单宝田 中国海洋大学 男 教授

纺织化纤、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机械、建材、食品、酿造、交通运
输、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
、海洋与海岸工程、社会服务；区
域开发

环境工程

17 杜春华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精细化
工）；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农
业、能源、自然资源开发）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废）

18 杜平华 青岛药品食品检验研究院 女
主任药

师
化工(医药)、药品及食品检验、微
生物及化学成分检验、实验室设计

环境监测

19 范辉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男 高工

金属冶炼与压延、水利水电、机械
、建材、火电、能源、交通运输、
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
市建设、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
设、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大气环境

20 房宗实 青岛市节能监察中心 男 高工 环境管理 清洁生产

21 冯明 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 化工（石化）



22 高洪涛 青岛科技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男 教授

化工、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食品
、酿造、能源、社会服务、生态建
设、环境管理；可持续发展研究领
域（清洁生产审核）

环境监测

23 高四明 中国石化青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男 高工
化工、能源、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环境工程（废水、固
废）

24 高先池 中国海洋大学 男 高工
化工、纺织化纤、社会服务；行业
规划与管理（工业）

地表水环境

25 高旭光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男 高工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纺织
化纤、造纸、机械、电子、建材、
食品、酿造、火电、能源、交通运
输、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环境工程（废气、废水
、固废）

26 龚国卿 青岛市崂山区市政局 男
高工、
工程造
价师

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建筑市政公
用工程、城市建设、生态建设；行
业规划与管理（水利、交通、城市
建设）

工程技术经济

27 管锡珺 青岛理工大学 男 教授

化工、纺织化纤、造纸、食品、酿
造、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城市建设、生态建设、环境管
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28 韩树宗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 男 教授
海洋及海岸工程；区域开发（海
域）

海洋环境

29 韩言青 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行业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气、废水
、噪声、固废）



30 韩治红 中国石化青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女 高工 石油化工 石油炼制环境管理

31 胡泽建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男 高工
海洋及海岸工程；区域开发（海
域）

海洋环境

32 黄舰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男 研究员

交通运输、机场及相关工程、社会
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
设、海洋及海岸工程；行业规划与
管理、交通

生态环境

33 黄开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城交地下院事

业部第七设计院
男 高工

纺织化纤、造纸、机械、食品、酿
造、生态建设、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区域开发（流域）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废）

34 黄翔 青岛华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男 高工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机械、电子
、建材、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区
域开发（开发区）

环境工程（固废）

35 纪鹏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男 高工
海洋及海岸工程；区域开发（海
域）

海洋环境

36 贾伟玲 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女 高工
化工(石化)、交通运输、采掘、能
源、城市建设；区域开发

大气环境、声环境、环
境工程

37 贾小平 青岛科技大学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造纸、火电、能源、
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
市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
理（工业、能源）

环境工程（废水、固体
废物）



38 江冰 青岛华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男 高工
纺织化纤、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交通运输、社会服务、机械、电
子；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环境监测

39 江志刚 山东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男 研究员
化工、纺织化纤、食品、酿造、农
林牧渔；行业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40 姜伟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女
副研究

员
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
管理；区域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41 姜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女 副教授
火电、能源；行业规划与管理（能
源）

环境工程（废气）

42 姜玉堂 青岛海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建材、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
设、海洋及海岸工程

建筑工程、城市建设

43 金青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女 副教授
化工（医药、农药）；行业规划与
管理（农业）

生态环境

44 康广凤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女 高工 化工、分析化学 环境工程

45 孔范龙 青岛大学环境学院 男 副教授
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生
态建设；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环境



46 李福利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男 研究员
化工（医药）、能源；行业规划与
管理（能源）

微生物技术、环境污染
物降解、可再生资源利
用

47 李桂芝 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 女 高工
火电、环境管理、应急管理及环境
风险防范与评估

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及
环境风险防范与评估

48 李捷 青岛理工大学 男 教授
农林牧渔、社会服务、海洋与海岸
工程、生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
规划与管理（自然资源开发）

生态环境

49 李玲玲 青岛科技大学 女 副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纺织
化纤、造纸、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建材、食品、酿造、火电、能源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环境管理；
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能源）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体废物）

50 李培军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 高分子材料

51 孙英杰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男 高工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纺织
化纤、食品、酿造、交通运输、环
境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体废物）

52 李石 中国石油大学安全环保与节能技术中心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行业规划与管理
（工业）

环境工程

53 李雪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男 高工 电磁辐射

环境工程（噪声）、电
磁辐射环境监测



54 李艳英 山东海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女 高工

化工（石化）、机械、电子、建材
、食品、酿造、火电、采掘、能源
、交通运输、农林牧渔、社会服务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
管理、区域开发

环境工程（废水、噪声
、固废）

55 李悦 青岛大学 男 教授

纺织化纤、机械、电子、食品、酿
造、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建筑市
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生态建
设；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环境

56 李志勇 山东省核工业二四八地质大队 男 高工
化工（石化、农药）、机械、环境
管理

环境监测

57 林巧娥 青岛市林业工作站 女 研究员
农林牧渔、生态建设；行业规划与
管理（林业）

生态环境、森林病虫害
防治、森林生态研究、
林业评估

58 林庆菊 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女 高工
化工（石化）；行业规划与管理
（工业）

环境工程（废气）

59 刘超卓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男 副教授 能源；行业规划与管理（能源） 核与放射性

60 刘成圣 中国海洋大学 男 教授
化工（医药）食品、酿造；可持续
发展研究领域

地表水环境



61 刘存恒 青岛能源开源热电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电子、火电、能源
、自动化控制、计量；行业规划与
管理（能源）

环境工程（废气）

62 刘大维 青岛大学 男 教授
机械、交通运输、机场及相关工
程；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交通
、城市建设）

环境工程（噪声）

63 刘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男 高工
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
管理；区域开发（海域）

海洋工程

64 刘建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

院
男 教授

化工(石化)、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水利水电、机械、电子、建材、
火电、采掘、能源、机场及相关工
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海洋及海
岸工程；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能源、水利）

海洋环境

65 刘如玲 青岛市团岛污水处理厂 女 高工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环境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

66 刘伟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男 高工
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程；环境
规划与管理

海洋环境

67 刘学 山东省纺织科学研究院 男 研究员 纺织化纤、染整、化工（轻化工） 清洁生产

68 刘一光 青岛理工大学 男 副教授
交通运输、城市建设；行业规划与
管理

城乡规划



69 刘艺 青岛泰能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男 高工 火电、能源、环境管理 热电、锅炉

70 刘志红 青岛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学院 女 副教授
机械、交通运输、机场及相关工程
、海洋及海岸工程、建筑市政公用
工程、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71 刘志强 青岛理工大学 男 教授
机械、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城市建设；区域开发

环境工程

72 柳知非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女 副教授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机械、电子
、火电、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
工程、城市建设；区域开发（开发
区）

环境工程（废气）

73 娄安刚 中国海洋大学环科院 男 教授
交通运输、社会服务、海洋及海岸
工程、生态建设；区域开发（海
域）

海洋环境

74 鲁珉 齐鲁石化公司 女 高工 化工（石化）；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75 马根之 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男 高工
化工、纺织化纤、造纸、机械、食
品、酿造、社会服务、环境管理；
区域开发

环境工程

76 孟凡伟 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采掘、交通运输；
区域开发

大气环境



77 孟范平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男 教授
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
建设；区域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78 孟广明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男 高工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行
业规划与管理（城市建设、自然资
源开发）

环境工程

79 苗群 青岛理工大学 男 教授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区
域开发

地表水环境

80 欧阳振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安全环保与节能技

术中心
男 高工

化工（石化、医药、现代煤化工）
、火电、交通运输、环境管理；行
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环境工程（废水、废
气）

81 裴洪礼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环境管理 环境工程

82 彭人勇 青岛科技大学 男 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纺织
化纤、造纸、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机械、建材、火电、采掘、能源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社会服务、
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
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83 戚秀芝 青岛明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女 高工

化工、纺织化纤、能源、建筑市政
公用工程、城市建设、电磁辐射、
海洋与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
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84 祁丽艳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 女 副教授 城市建设；行业规划与管理 城乡规划

85 邱淑霞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女 研究员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生
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
理（城市建设）、区域开发

环境工程

86 邱云殿 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男 高工 电磁辐射、核技术利用 核与放射性

87 曲克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男 研究员
农林牧渔、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
建设、环境管理；海洋环境

区域开发（海域）

88 汝少国 中国海洋大学 男 教授

水利水电、机械、交通运输、农林
牧渔、社会服务、城市建设、海洋
及海岸工程、生态建设；行业规划
与管理、区域开发

生态环境、海洋环境、
环境工程

89 沈国平 青岛市节能监察中心 男
高级咨
询师

环境管理 清洁生产

90 史本章 青岛理工大学 男 高工
化工、纺织化纤、造纸、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机械、建材、食品、
酿造；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环境监测

91 司宏宗 青岛大学 男 教授
化工（医药、农药）、生态建设、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
境



92 宋军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男 研究员
城市建设；行业规划与管理（城市
建设）

生态环境

93 宋蕾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女 高工

水利水电、交通运输、社会服务、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生
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
理（城市建设）

环境工程（废水）

94 于欣 青岛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女
高级咨
询师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
管理、社会服务

环境工程

95 孙德帅 青岛大学 女 副教授
纺织化纤、火电；行业规划与管理
（工业）

环境工程（废气）

96 孙方宪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华东设计分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催化裂化、
烟气脱硫、天然气净化
液化

97 孙慧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安全环保与节能技

术中心
女 高工

化工（石化、医药）、环境管理；
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环境工程

98 孙建明 青岛地质勘查开发局 男 高工 地下水 地下水环境

99 孙文寿 青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 男 教授
化工、火电、能源、生态建设、环
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

环境工程



100 孙肖丽 青岛莱西市自来水公司 女 高工
水利水电、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
市建设；行业规划与管理（城市建
设）

地表水环境

101 孙英杰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男 教授
机械、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城市建设；区域开发

环境工程

102 孙玉焕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女 副教授
农林牧渔、生态建设、环境管理、
环境修复；环境规划与管理

土壤修复

103 谭长学 即墨市环保局 男 高工

纺织化纤、造纸、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机械、电子、建材、食品、
酿造、火电、交通运输、农林牧渔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
电磁辐射、生态建设；环境规划与
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104 田红景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煤化工、天然气化
工）、火电、能源、建筑市政公用
工程；行业规划与管理（能源）

环境工程（废气）

105 田建茹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女 高工
建材、火电、社会服务、生态建
设；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环境

106 汪传生 青岛科技大学 男 教授
化工（橡胶加工）、纺织化纤、机
械、能源、生态建设、环境管理；
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环境工程（固废）



107 王犇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纺织
化纤、机械、食品、酿造、环境管
理；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环
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废）

108 王成荣 青岛农业大学 男 教授
食品、酿造；行业规划与管理（工
业）

地表水环境

109 王发园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男 教授
化工（农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农林牧渔、生态建设、土壤修
复；行业规划与管理（农业）

生态环境

110 王峰 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男
研究员
级高工

电磁辐射
电磁环境监测及产品研
制

111 王改丛 青岛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女 高工
机械、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生态建设；环境规
划与管理

地表水环境

112 王高沂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北海研究站 男 高工
社会服务、城市建设、环境管理、
减振降噪

声环境

113 王华进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男
教授级
高工

化工 涂料、有机高分子材料

114 王家林 青岛科技大学 男 研究员
化工（医药）、造纸、食品、酿造
、生态建设；行业规划与管理（工
业）

地表水环境、环境工程
（废水）



115 王建华 青岛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男 高工

机械、建材、火电、能源、交通运
输、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城市建设、生态建设；环境规划
与管理

大气环境

116 王健姝 青岛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女 副教授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可持续发展
研究领域

环境审计

117 王聚杰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男 高工 电磁辐射

数学、环境电磁场测量
、电磁污染评价

118 王凯荣 青岛农业大学 男 教授 农林牧渔；生态规划
环境监测、环境工程
（农业固废）、土壤重
金属污染控制

119 王朔 青岛市环境保护局 男 高工 环境管理；区域开发（开发区） 环境工程

120 王涛 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交通运输、机械；
行业规划与管理

环境监测

121 王天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男 研究员
机场及相关工程、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城市建设、海洋及海岸工程、
生态建设；区域发展

海洋环境

122 王伟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男 高工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行
业规划与管理（城市建设）

环境工程



123

王玮

中国海洋大学

男 教授 导电新材料研究 功能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5 王希明 青岛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 男 高工
农林牧渔、生态建设；行业规划与
管理（林业）

生态环境、动物学、候
鸟环志监测与迁徙研究
、湿地环境保护与资源
监测

126 王晓梅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女 高工
化工、食品、酿造；可持续发展研
究领域

环境工程（废水）

127 王许云 青岛科技大学 女 副教授
化工、能源；行业规划与管理（工
业）

环境工程

128 王英龙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男 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食品、酿造
、能源、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可
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废）

129

王友纲

青岛碱业

男 高工
化工（无机化工）、环境管理；环
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气）

发展有限公司



131 王泽勇 青岛红星集团-青岛红蝶新材料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医药）；行业规划与管理
（工业）

环境工程（废气）

132 魏崇毓 青岛科技大学 男 教授
电子、社会服务、城市建设、电磁
辐射、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

电磁辐射

133 向长波 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男 高工 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监测与评估

134 肖勇 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石化）、采掘、交通运输 环境工程、环境风险

135 谢洪波 青岛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日用化学、精细化工）、重
金属污染与防治、工业固废再利用
、机械；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电镀、重金属污染与防
治、清洁生产审核

136 谢经良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学院 男 副教授

纺织化纤、机械、电子、建材、食
品、酿造、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
用工程、城市建设、生态建设、环
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废
气）

137 谢维杰 海军潜艇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核与放射性

138 辛言君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男 教授
交通运输、农林牧渔、城市建设、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
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



139 辛彦亮 青岛东亿热电厂 男 高工 火电、能源、环境管理 热电、锅炉

140 熊丛博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男 高工
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程；区域
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141 徐桂云 青岛科技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女 副教授
化工（精细化工、工业助剂、盐化
工）、造纸、火电、纺织化纤、能
源、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142 徐佳 中国海洋大学 女 副教授 化工（膜材料制备、膜分离技术） 环境工程（废水）

143 徐鲁斌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医药、农药、精细化工） 有机化学化工

144 徐绍辉 青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男 教授
水利水电、采掘、农林牧渔、生态
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

地下水环境

145 许岩博 青岛安泰达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橡胶工业）、机械、电子、
建材、交通运输

环境工程

146 薛敏蓉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女 研究员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行
业规划与管理（水利、城市建设）
、市政建设

环境工程（废水）



147 薛泰旭 青岛金泰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148 闫业海 青岛科技大学 男 教授
化工（石化）、纺织化纤、电磁辐
射；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高分子材料

149 杨波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女 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农药）、纺织
化纤、造纸、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建材、食品、酿造、火电、能源
、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工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固废）

150 杨洪晓 青岛农业大学 男 副教授 生态建设 植物生态、植被修复

151 殷效彩 青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男 副教授
食品、酿造、农林牧渔、城市建设
、生态建设；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环境

152 尹宝树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男 研究员 海洋及海岸工程
海洋生态动力学、海洋
灾害预测预报及风险评
估

153 印萍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女 研究员
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
管理；区域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154
于德志

青岛市食品药品
男

副主任
药师

化工（医药、农药）；环境规划与
管理

环境工程
检验研究院

156 于定勇 中国海洋大学 男 教授
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建筑市政公
用工程、海洋及海岸工程；行业规
划与管理（交通）

海洋环境



157 于连军 青岛佳恒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男
高工、
造价工
程师

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建筑市政公
用工程、城市建设、海洋与海岸工
程、生态建设；区域开发

工民建、市政园林、公
路、水运、水利

158 于濂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理学院 男 教授
化工、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机械
、能源；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159 于鹏飞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男 高工

水利水电、火电、采掘、农林牧渔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
管理（自然资源开发、农业、水
利）、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开发
（流域）

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
境、生态环境、环境工
程（废水）

160

于希圣

解放军第401医院

男
副主任
医师

化工（医药）、电磁辐射 核与放射性

崂山分院

162 余静 中国海洋大学 女 副教授
海洋及海岸工程、海洋环境；区域
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163 张大磊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石化）、火电、能源、交通
运输、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生态建
设；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生态环境、环境工程
（固废）

164 张盾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男 研究员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能源、海洋
及海岸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

海洋环境



165 张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

院测井系
男 教授

能源、社会服务、电磁辐射、环境
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自然资源
开发）

核与放射性

166 张洪恩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男 副教授 城市建设；行业规划与管理 城乡规划

167 张虎 山东省核工业二四八地质大队 男
注册核
安全工
程师

机械、核安全 核安全

168

张婧

中国海洋大学

女 副教授
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
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海洋环境

化学化工学院

170 张磊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男 教授 环境管理
土壤、水环境监测与评
价

171 张立春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机械、建材、火电、环境管
理；行业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172 张连迎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男 高工 电子、电磁辐射；环境规划与管理 电磁辐射



173 张茂山 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男 高工 化工、采掘、交通运输；区域开发 生态环境

174 张培玉 青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男 教授

化工（医药、农药）、纺织化纤、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水利水电、
机械、食品、酿造、采掘、交通运
输、机场及相关工程、农林牧渔、
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
市建设、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建
设；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环境、环境工程
（废水）

175 张晓理 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 男 研究员
化工(石化）、农林牧渔、海洋及
海岸工程、生态建设、环境管理；
区域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176 张延青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女 教授

纺织化纤、机械、电子、建材、食
品、酿造、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
用工程、城市建设、环境管理；区
域开发（开发区）

环境工程（废水）

177 张宗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男 副教授
机械、交通运输、城市建设；行业
规划与管理（工业、城市建设）

声环境

178 张宗春 青岛市中心（肿瘤）医院 男
主任医

师
化工（医药）、电磁辐射 核与放射性、电磁辐射

179 赵东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 男 教授
化工(石化、医药）、采掘、能源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工程



180 赵洪江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男

注册造
价师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建设、工
程造价（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园
林绿化等）；区域开发（城市建
设）

环境工程（固废）

181 赵敬 青岛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男 高工 火电、能源、环境管理 热电、锅炉

182 赵鲁华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男 高工
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程、环境
管理；区域开发（海域）

港口码头

183 赵文英 青岛科技大学 女 副教授
化工（医药）、食品、酿造；可持
续发展领域

药学

184 赵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男 高工
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程；区域
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185 郑大利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 男 高工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机械 机械工程

186 郑秀苹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女 高工
水利水电、机械、食品、酿造、城
市建设、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区
域开发（开发区）

地表水环境

187 周贵忠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男 副教授

化工、纺织化纤、造纸、水利水电
、机械、建材、火电、农林牧渔、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海洋及海岸工
程、环境管理；可持续发展研究领
域

环境工程、清洁生产



188 周艳荣 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 男 高工
能源、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
程；区域开发（海域）

海洋环境

189 周震峰 青岛农业大学 男 副教授
农林牧渔、社会服务、生态建设、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管理

生态环境、清洁生产

190 朱磊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男 高工
化工、社会服务、环境管理；环境
规划与管理

地表水环境

191 朱庆林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 男 副教授
交通运输、海洋及海岸工程、生态
建设、环境管理；区域开发（海
域）

海洋工程

192 朱世文 青岛理工大学 女 研究员
化工、纺织化纤、机械、食品和酿
造、社会服务、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区域开发（城市建设）

环境监测

193 朱一荣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男 副教授 城市建设、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

194 朱元洪 山东海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男
教授级
高工

化工、机械、电子、建材、食品和
酿造、火电、采掘、能源、交通运
输、农林牧渔、城市建设、生态建
设、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社会服务
、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环
境规划与管理、区域开发

地表水、地下水、大气
、噪声、生态、环境工
程

195 朱兆友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 男 教授

化工、纺织化纤、造纸、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机械、食品、酿造、
环境管理；行业规划与管理（工业
、能源）

环境工程（废水、废气
、噪声、固废）



196 左晓光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男
教授级
高工

化工、交通运输 水性漆、新型涂料

197 冯权 青岛三色源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男
助理研
究员

化工、环境工程，废水 环境工程

198 高心岗 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男
高级工
程师

环境管理，化工、机械、电子，地
表水环境， 地下水环境，海洋环
境，大气环境，环境工程，

地表水、地下水、大气
、噪声、生态、环境工
程

199 和慧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女
高级工
程师

化工、社会服务、环境管理；环境
规划与管理

环评工程

200 李卿 青岛海安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女 环保行业 环境工程

201 郝玉东 青岛西子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男
高级工
程师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医药化工；
大气环境

环境工程

202 周贵忠 青岛科技大学 男 副教授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化工、纺织
化纤、建材、造纸、农业畜牧、建
筑市政工程、海洋及海岸工程、

环境工程

203 杨殿才 青岛万龙金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男
高级工
程师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化工、机械 环境工程



204 高彦臣 青岛万龙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男 研究员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化工、机械 环境工程

205 温建 青岛元鼎热工环保有限公司 男 工程师 环境管理、化工、火电 环境工程

206 郭一令 青岛理工大学 男 教授
生态建设、环境管理、机场等相关
工程、建筑市政工程、城市建设

环境工程

207 展宗城 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男 工程师 环境管理、环境催化 环境工程

208 孙东升 青岛理工大学 男 工程师 环境管理、机械、建材 环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