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会内职务

1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8号 副主任委员

2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玉双路10号 副主任委员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108号 副主任委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110号 副主任委员

5 深圳市华测计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宝安新安街道留仙三路4号华测检测大楼 副主任委员

6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566号 委员

7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澜路95号 委员

8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同发路4号 委员

9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济南市千佛山东路28号 委员

10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广州市广园中路松柏东街30号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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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市张衡路1500号 委员

12
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
研究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2618号 委员

13 国家石油天然气大流量计量站（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街42号 委员

14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 委员

1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 委员

16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国家道路与桥梁工程检测设备计
量站）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院 会员

17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西洲北路148号 会员

18 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76号 会员

19 国家高电压计量站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43号 会员

20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3号 会员

21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396号 会员

22 江西省计量测试研究院 江西省南昌市站南街45号 会员



23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锦龙大道2号1栋6楼 会员

24 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福建省闽量校准技术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屏东路9号 会员

25 舟山捷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富丽岛路318号
（富丽岛创业园主楼339A）

会员

26 新疆国检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258号 会员

27
交科昌荣（北京）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船舶舱容积计
量站）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0号院909 会员

28 青海省计量检定测试所 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31号 会员

29 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贵州省贵阳市头桥海马冲街111号 会员

30 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站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 会员

31 海南省计量测试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高新产业园纵四路
3号

会员

32 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大街河北质监检测中心 会员

33 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太原市小店区坞城南路190号 会员

34 山东恒量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经十西路16355号内南楼 会员



35 江西西平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山一路
1167号小蓝创业园101栋3楼

会员

36
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宁波市衡器管理所、宁波新材料检验
检测中心）

宁波国家高新区江南路1588号E座 会员

37 甘肃省计量研究院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东路400号 会员

38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重庆市渝北区杨柳北路1号 会员

39 国家海洋计量站青岛分站（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抚顺路22号 会员

40 格恩计量检测（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66号创业大厦402-
9室

会员

41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武汉市东湖高科技开发区汽车电子产业园茅店
山中路2号

会员

42 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院 天津市南开区科研西路4号 会员

43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计量站（国家光电测距仪检测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路16号 会员

44 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杭州市江干区下沙路300号 会员

45 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芥园西道219号 会员

46 浙江方易校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八路11号2幢1楼102
室

会员



47 山东博泰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玉清社区光电东路
16号4号厂房(中微光电子(潍坊)有限公司办公
楼)

会员

48 安正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市仓山区高坂路10号 会员

49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277号 会员

50 江苏中宁计量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鑫东路1号 会员

51 山东中测校准质控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综合保税区港兴三路北段1号济
南药谷研发平台区1号楼B座6层601室

会员

52 四川中衡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西
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物联三路588号

会员

53 方溯认证检测研究院(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水库路103号A栋
5楼5A室

会员

54 辽宁东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号街4
甲3号

会员

55 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2200号 会员

56 包头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34号 会员

57 苏州方圆仪器设备校准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科成路6号 会员

58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鹰潭市高新区龙岗片区三川水工产业园 会员



59 大连计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命1路9号-1 会员

60 四川海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 会员

61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四路931号 会员

62 云南电力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经济开发区云大西路105号 会员

6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计量测试中心 四川省绵阳市绵山路64号 会员

64 北京森迈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安宁庄村南北方丝绸厂5幢平房177号 会员

65 武汉秦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西湖107国道东南十支沟南信息中心
栋0单元2层B2-039室

会员

66 北京易优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东三环北路3号A座1502室 会员

67 河北嘉盛计量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邯郸邯山区堤南堡村邯郸工业园区代召纬
七路与蔺相如大街交叉口西北角4楼401

会员

68 沈阳兴亚计量校准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北二十六号路16-2号 会员

69 山东涌达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29号祥泰广场
项目5号商业楼1505

会员

70 浙江科鉴启真计量校准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西湖区振中路208号1幢B414 会员



71 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巷9号 会员

7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 乌市河北东路188号 会员

73 恒准（福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涵江区赤港涵港东路689号涵江电商
创业园

会员

74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589号 会员

75 厦门普标计量检测研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B区03栋5层 会员

76 衡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院 衡水市永兴西路2488号 会员

77 长春方元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长春经济开发区淄博路福华塑胶有限公司办公
楼二楼

会员

78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 会员

79 绍兴市能源检测院 绍兴市袍江新区世纪东街17号 会员

80 北京普瑞姆赛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踩河村
156号

会员

81 广州高铁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大石南大路云科小镇A1幢1、2楼 会员

82 山东凯利布森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富亭街3663号 会员



83 河南省溯源计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21号 会员

84 苏州宏准计量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相城区澄阳路18号 会员

85 京源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C1539 会员

86 北京博思达新世纪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0号801室 会员

87 陕西创威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80号望庭国际三幢22304
号

会员

88 山东中量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舜风路
1100号

会员

89 广西桂景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河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和路19号 会员

90 云南诚准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出口加工区A4-6-1地块电
子信息产品物流园功能区一区2幢4层

会员

91 云南方圆计量校准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450号6楼 会员

92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0号 会员

93 山西华测科瑞计量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正阳街36号新凯
纺织西楼二层

会员

94 朔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 朔州市顺义路48号检验检疫综合实验楼 会员



95 台州市计量设备技术校准中心 浙江省台州市中心大道399号 会员

96 深圳市东华计量检测技术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工业园路浦华科技园A
栋A区1楼

会员

97 山东天桓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交校路5号 会员

98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505号 会员

99 烟台方圆计量设备校准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路9号 会员

100 广州市恒力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新安路308号 会员

101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
园B1栋二楼

会员

102 余姚市劲仪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余姚市北滨江路223号 会员

103 国投检验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国投金融大厦
316室

会员

104 阿克苏金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阿克苏市阿塔公路10.5公里 会员

105 青岛软控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胶州市胶东社区营旧路软控装备产业园 会员

106 山东龙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南路23号 会员



107 北京国测通计量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加州水郡东区北侧院东楼 会员

108 深圳市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上梅林凯丰路
10号华超大厦8层806-A

会员

109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5号楼 会员

110 天津翔越电仪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世纪大道188号-2 会员

111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 会员

112 浙江三新检测校准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顺风路508
号

会员

113 重庆质信诚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港城西路53号2幢3单元 会员

114
国家矿山安全计量站乌鲁木齐分站（新疆通安矿山安全检测检
验中心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中路518号 会员

115 中检计量检验（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工业大道116号 会员

116 华朗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西三环大学科技园5号楼6单元7层 会员

117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33号 会员

118 国正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寨辛庄村委会南900米 会员



119 深圳时代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龙山四路4号A
栋办公楼2层

会员

120 沈阳紫微恒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金岭路5号 会员

121 芬兰贝美克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690号2号楼 会员

122 中规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盏街16号
第9幢2层201号

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