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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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办地点与参加人员安排（见下表） 

期次 举办城市 举办地点 举办地点所覆盖的省级行政区域 

 

第一期 

无锡 

无锡美丽都大

酒店 

安徽、北京、海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

蒙古、江西、上海、山东、山西、天津 

成都 成都金红酒店 

甘肃、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新疆、

重庆、河南、宁夏、陕西、青海 

第二期 无锡 

无锡美丽都大

酒店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注：表中各省级行政区域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请按照规定地点参加培训。 

三、报到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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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培训安排 

五、需自备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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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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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票 

开 

单 

位 

单位名称 （必填） 

纳税人识别号 （必填） 

地址、电话 （必填） 

开户行及帐号 （必填） 

示例  

七、健康状况提示 



 

— 6 — 

八、其他 

http://www.casei.org.cn/casei/files/2014/2014112802.doc
http://www.casei.org.cn/casei/files/2014/20141128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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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省份 性别 单位 考核类型 报考项目 培训报名情况 

1 王亮亮 安徽省 男 宣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 王乐伟 安徽省 男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 宋阳 安徽省 男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 亢荣凯 安徽省 男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 史治强 安徽省 男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 杨超 安徽省 男 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 王伟 安徽省 男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 方洪春 安徽省 男 宣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 汪大勇 安徽省 男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原安徽省

特种设备检测院芜湖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 陶峰 安徽省 男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原安徽省

特种设备检测院芜湖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 崔波 安徽省 男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原安徽省

特种设备检测院芜湖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 侯红艳 安徽省 男 宣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 邓晓军 安徽省 男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 周颂 安徽省 男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 8 — 

15 杨志兵 安徽省 男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 洪程 安徽省 男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 余德昌 安徽省 男 马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 王昊 安徽省 男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 周永恒 安徽省 男 淮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 张春玲 安徽省 女 宿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 李进 安徽省 男 安庆润太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 章恒峰 安徽省 男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 李鹏元 安徽省 男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 刘运胜 安徽省 男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 庄尔楠 安徽省 男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 周彪 安徽省 男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 张超 安徽省 男 宣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 李春涛 北京市 男 北京铁路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9 郑韶锋 北京市 男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

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0 潘兵 北京市 男 北京铁路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1 王晓华 北京市 男 北京市昌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2 李磊 北京市 男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3 唐爱民 北京市 男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

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4 段建强 北京市 男 北京市东城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5 杨亮亮 北京市 男 北京市房山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6 薄彦宾 北京市 男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

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7 周新建 北京市 男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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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潘国明 海南省 男 海南省三亚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9 林葳 海南省 男 海南省三亚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0 唐大芳 海南省 女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1 黄垂悌 海南省 男 海南省三亚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2 王以亭 海南省 男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3 赵参宇 海南省 男 海南省三亚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4 刘风倩 河北省 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5 赵局华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6 康健 河北省 男 沧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7 李贺滨 河北省 男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8 郭智虎 河北省 男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9 段建新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0 潘倩倩 河北省 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1 白石 河北省 男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2 李山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3 王胜 河北省 男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4 王晶刚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5 徐杨 河北省 男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6 赵航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7 吴文达 河北省 男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8 陆远 河北省 男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9 张立红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0 肖运龙 河北省 男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1 王宏浩 河北省 男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2 王川光 河北省 男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3 陈莉媛 河北省 女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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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郭天红 河北省 男 张家口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5 丁鑫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

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6 董志国 河北省 男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7 孟凡磊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8 石波 河北省 女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9 曹亚卿 河北省 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0 韦荣贵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

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1 朱利平 河北省 男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2 翟秋君 河北省 女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3 丁国进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4 张欣 河北省 男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5 肖聪 河北省 男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6 孟爱姣 河北省 女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7 龚群 河北省 男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8 苗硕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9 李剑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0 郭东明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1 秦金明 河北省 男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2 陈兴旺 河北省 男 衡水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3 杜博 河北省 男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4 韩刚超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衡水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5 李腾飞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6 李海英 河北省 女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7 李石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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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志业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9 史健瑛 河北省 女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0 高英 河北省 女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1 孙朋 河北省 男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2 郭修煜 河北省 男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3 郭志伟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4 王敬禅 河北省 男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5 刘宪明 河北省 男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6 张猛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7 雒振林 河北省 男 
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河北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8 苏晓明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9 李明明 河北省 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0 陈佳晖 河北省 女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1 田硕 河北省 男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2 杨田锋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3 沈皓 河北省 女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4 孙悦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5 李占成 河北省 男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6 江志荣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7 贾艳峰 河北省 男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8 郝国川 河北省 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9 李牧 黑龙江省 男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0 杨天禹 黑龙江省 男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1 郑文硕 黑龙江省 男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2 韩瑞峰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 12 — 

113 王海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铁路局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4 秦超群 黑龙江省 女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5 刘春明 黑龙江省 男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6 祁松玲 黑龙江省 女 五常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7 王太 黑龙江省 男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8 蒋习兵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铁路局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9 陈春雷 黑龙江省 男 五常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0 石静波 黑龙江省 女 哈尔滨铁路局质量技术监督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1 张忠平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2 戚伟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铁路局质量技术监督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3 王智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4 赵吉庆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5 孙宇航 黑龙江省 男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6 孙雪瑶 黑龙江省 女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7 石瑞琳 黑龙江省 女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8 迟春晨 黑龙江省 男 黑龙江建安机电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9 赵吉臣 黑龙江省 男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0 闫彬 吉林省 男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1 温镯 吉林省 女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2 张文红 吉林省 女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3 金恺 吉林省 男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4 李卓岩 吉林省 男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5 黄佛保 江西省 男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6 卢水林 江西省 男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7 刘永斌 江西省 女 江西华邦建筑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8 查建国 江西省 男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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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彭志辉 江西省 男 抚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0 黄绪贵 江西省 男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九江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1 曾静 江西省 男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2 李健 江西省 男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九江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3 黄真 江西省 男 江西华邦建筑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4 张理云 江西省 男 江西省宜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5 刘建荣 江西省 男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6 刘明达 辽宁省 男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7 赵佳 辽宁省 女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8 王海东 辽宁省 男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9 边若武 辽宁省 男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0 刘旭洋 辽宁省 男 抚顺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1 刘强 辽宁省 男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2 刘冰 辽宁省 男 铁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3 谷奥 辽宁省 男 盘锦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4 葛永昶 辽宁省 男 营口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5 刘鑫 辽宁省 男 锦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6 潘均超 辽宁省 男 盘锦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7 曲鹏 辽宁省 男 营口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8 赵迪 辽宁省 男 大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9 刘广超 辽宁省 男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0 张程亮 辽宁省 男 辽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1 陈琳 辽宁省 男 大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2 郎立娟 辽宁省 女 辽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3 张晓龙 辽宁省 男 辽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4 齐英涵 辽宁省 男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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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赵峰 辽宁省 男 大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6 梁井龙 辽宁省 男 抚顺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7 王南 辽宁省 男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8 嵇守航 辽宁省 男 大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9 寇旋 辽宁省 男 锦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0 任玉华 辽宁省 男 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1 刘宏魏 辽宁省 男 辽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2 杨昊晔 辽宁省 男 阜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3 常洪 辽宁省 女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4 纪学军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5 刘勃然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6 张博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7 崔乐芙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内蒙古建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8 张雷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9 陈奇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0 焦洋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1 包博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兵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2 刘彦鹏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 15 — 

183 高凡奇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4 宋兵兵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5 杨军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二连浩特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6 梁峻平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7 赵敏剑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8 石坤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9 吴晓禹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0 陈涛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兴安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1 辛永旺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2 陈阳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3 王磊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4 张杰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建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5 徐浩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6 李科杰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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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张勇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8 刘志建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9 孟凡生 山东省 男 滕州市建筑施工安全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0 陈怡冰 山东省 女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1 刘祥超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2 柳建峰 山东省 男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3 邹世雄 山东省 男 德州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4 朱向雷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莱芜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5 归凯 山东省 男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6 徐艳华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7 姜琳 山东省 女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枣庄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8 韩波 山东省 男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9 王子震 山东省 男 德州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0 张艳国 山东省 男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1 任明磊 山东省 男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2 冯功斌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3 周克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4 韦永青 山东省 男 济南铁路局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5 宁厚波 山东省 男 山东天元起重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6 李强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7 刘伟 山东省 男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8 高英伟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9 杨世洲 山东省 男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0 韩昕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1 梁恩星 山东省 男 德州润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2 李虎 山东省 男 莱芜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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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李鹏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4 孙素芬 山东省 女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莱芜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5 亓克强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莱芜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6 林英国 山东省 男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7 崔毅 山东省 男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8 史玉祥 山东省 男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9 王岩 山东省 男 
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吉林省建筑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0 刘华冠 山东省 男 
泰安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原山东省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泰安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1 袁杰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2 蒋振雷 山东省 男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3 侯震 山东省 男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4 李春生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枣庄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5 侯鹏飞 山东省 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6 孙书军 山东省 男 青岛信泰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7 苗雨顺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8 侯松高 山东省 男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9 齐春永 山东省 男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0 吴贤魁 山东省 男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1 于海洋 山东省 男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2 龙丰 山东省 男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3 王翠玲 山东省 女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4 王坤 山东省 男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5 赵雨辰 山西省 女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6 朱丑元 山西省 男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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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耿佳将 山西省 男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8 张哲圣 山西省 男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9 安强伟 山西省 男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0 李宇杰 山西省 男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1 郭捷 山西省 男 忻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2 杨宁 山西省 女 阳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3 杨泉 山西省 男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4 杨洁灏 山西省 女 阳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5 段二明 山西省 男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6 许瑞雪 山西省 女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7 孙鸿亮 山西省 男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8 白冰 山西省 男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9 乔慧芬 山西省 女 山西晨曦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0 董桂蓉 山西省 女 忻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1 郝文龙 山西省 男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2 宋晓东 山西省 男 山西思科特种设备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3 李奔 山西省 男 山西晨曦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4 马泉 山西省 男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5 崔文全 山西省 男 晋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6 尚鹏春 山西省 男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7 张晋杰 山西省 男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8 陈虎 上海市 男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9 朱元丰 上海市 男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0 胡朋 上海市 男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1 陈欢 上海市 男 上海市闵行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2 张浩 上海市 男 上海市奉贤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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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余杰 上海市 男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4 汤毅 上海市 男 上海市金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5 
欧阳韦

平 
上海市 男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6 钱建云 上海市 男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7 杨州 天津市 男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8 梁小虎 天津市 男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9 黄弘 天津市 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0 惠永川 天津市 男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1 王跃超 天津市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2 张涛 天津市 男 天津安技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3 张国富 天津市 男 天津市宝坻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站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4 秦旸 天津市 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5 刘家亮 天津市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6 郭莹莹 天津市 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7 徐浩玮 天津市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8 于文强 天津市 男 天津安技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9 王璇 天津市 男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90 张园垚 天津市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91 康英臣 天津市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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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省份 性别 单位 考核类型 报考项目 培训报名情况 

1 许晓明 甘肃省 男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 孙文侃 甘肃省 男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 赵永年 甘肃省 男 武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 童鑫虎 甘肃省 男 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 苏建斌 甘肃省 女 平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 武杰 甘肃省 男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 杨东生 甘肃省 男 定西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 高九平 甘肃省 男 平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 李琦 甘肃省 男 
张掖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张掖市锅炉压力容器特种

设备检验研究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 王霞 甘肃省 女 张掖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 樊有盛 甘肃省 男 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 李俊福 甘肃省 男 天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 张波 甘肃省 男 嘉峪关市产品质量计量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 雍明明 甘肃省 男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 农川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 李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 罗必升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 邓福超 广西壮族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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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 

19 黄大欣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 苏波武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梧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 马鹏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 韦锐民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 周国栋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 黄世岸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 罗德林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 梁祖彪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 韦勇福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 陈海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9 黄燕春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0 李龙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1 林立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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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黄章福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3 易荣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桂之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4 苏方华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5 严波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6 韦传铭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7 韦松松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8 黄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玉林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9 莫李珍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0 韦恒钧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1 何文东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2 赵政飞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3 姚陶荣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4 罗华斌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5 陆俊龙 广西壮族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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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 

46 林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7 宋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8 吴全军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9 杨贵成 贵州省 男 黔东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0 胡万刚 贵州省 男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1 周西 贵州省 男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2 罗力 贵州省 男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3 胡明勇 贵州省 男 安顺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4 陈益民 贵州省 男 贵州电研特种设备检验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5 罗才勇 贵州省 男 遵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6 王俊 贵州省 男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7 龙金平 贵州省 男 黔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8 杨楠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9 郭倩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0 张文忠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1 王文凯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2 谷永星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鹤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3 李涛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4 蔡鹏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5 王晨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6 方毅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7 李琳琳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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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李权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9 胡兴旺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信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0 李小娜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1 刘影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2 马珂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3 邵长坤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4 李真真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5 王荣社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鹤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6 郝一旭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7 侯淘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鹤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8 毛育林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9 王磊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0 李新佳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1 徐进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2 谢亚诺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3 李淑芳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4 吴发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5 吴敏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6 王利军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7 姚磊威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8 朱鹿杰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9 曹瑞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0 尚刘凯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1 朱文涛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2 李东波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3 赵海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信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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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李可勇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5 刘源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6 陈康义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7 李根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8 曹观峰 河南省 男 河南中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9 师海锋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0 朱银灵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1 苗圃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南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2 韩丹瑞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3 李寒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济源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4 高腾起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5 雍晖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6 杨莹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7 霍佳伟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8 卫柯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9 邹魏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0 王瀛龙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1 张杨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2 李光达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3 杨菲菲 河南省 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4 马中品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濮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5 张毅学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6 刘建峰 河南省 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7 彭勇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8 熊锬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9 洪晓雯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襄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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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周传林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1 郭子龙 湖北省 男 湖北宏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2 陈锋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恩施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3 谭心堃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4 张衡 湖北省 男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5 张磊 湖北省 男 武汉铁路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站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6 周志敏 湖北省 男 湖北斯安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7 张漳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8 吴天波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9 王阿三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0 陈浩然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1 栾国武 湖北省 男 湖北宏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2 王希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3 苏云申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4 陈永军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5 张立科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6 杨磊 湖北省 男 中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7 陈梦华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8 熊文强 湖北省 男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9 邵扬 湖北省 女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0 黄太池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1 张明 湖北省 男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2 姚芳 湖北省 男 中安检测中心湖北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3 魏华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4 谌晓波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5 徐建高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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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彭小龙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常德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7 周超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湖南省

邵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8 邹学敏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永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9 朱自强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湖南省

邵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0 陈勇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益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1 谢谢 湖南省 男 陕西和安建筑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2 邓一舟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3 唐文斌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永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4 黄雪优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5 曹伟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湖南省

邵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6 易文星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7 周金刚 湖南省 男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8 杨红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常德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9 刘霆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湖南省

邵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0 付婷 湖南省 女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衡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1 黄登极 湖南省 男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2 黎旭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3 王直前 湖南省 男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4 张莉 湖南省 女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5 李昊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怀化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6 罗伟 湖南省 男 广东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7 牛建军 湖南省 男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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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王新高 湖南省 男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9 周翔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湖南省

邵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0 向佳著 湖南省 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1 易虎 湖南省 男 湖南瑞欣建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2 徐晓龙 湖南省 男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3 尚晓明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4 王涛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5 温占彬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6 丁涛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7 王伟军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石嘴山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8 曹领军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9 杨振南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0 王路遥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1 惠小兵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2 李翔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3 诸永清 宁夏回族 男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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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 

184 张靓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男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5 陈善恩 陕西省 男 陕西建升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6 黄鹏辉 陕西省 男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7 王琪 陕西省 男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8 王泽京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9 陈奇 陕西省 男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0 刘国靖 陕西省 男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1 王朝卿 陕西省 男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2 王文彬 陕西省 男 汉中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3 牛犇 陕西省 男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4 白斌 陕西省 男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5 尤小丽 陕西省 女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6 王潇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7 任超才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8 魏彤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9 王双增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0 高鹏 陕西省 男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1 赵岳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2 王家玮 陕西省 男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3 曹晨星 陕西省 男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4 张军 陕西省 男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5 郭壮壮 陕西省 男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6 梁博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7 符敢为 陕西省 男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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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薛戡 陕西省 男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9 张卫国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0 马宝安 陕西省 男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1 邢鑫 陕西省 男 延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2 杜羽 陕西省 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3 刘延玲 陕西省 女 延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4 雷兵 陕西省 男 宝鸡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5 王莹 陕西省 女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6 崔萍 四川省 女 攀枝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7 唐小辉 四川省 男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8 杨文 四川省 男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9 胡江林 四川省 男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0 袁昭成 四川省 男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1 吴明果 四川省 男 凉山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2 罗明杰 四川省 男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3 付震宇 四川省 男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4 刘勇 四川省 男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5 付靖 四川省 男 凉山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6 刘洋 四川省 男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7 杨丁 四川省 男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8 廖善斌 四川省 男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9 李政君 四川省 男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0 杨文辉 四川省 男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1 陈然 四川省 男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2 郭建波 四川省 男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3 黄琴 四川省 女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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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景鹏飞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新疆中特安技术检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5 鞠毅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新疆中特安技术检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6 黄超护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新疆塔城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7 余耒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克拉玛依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8 刘博恒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9 龚贞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0 宋伟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克拉玛依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1 王鹏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阿克苏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2 张团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阿克苏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3 徐智明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阿克苏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4 冀伟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5 靳海玉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阿勒泰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6 程雄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吐鲁番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7 孔燕峰 云南省 男 西双版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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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张彬 云南省 男 普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9 陈科 云南省 男 曲靖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0 李松 云南省 男 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1 杨骁 云南省 男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2 毕永江 云南省 男 楚雄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3 何伟兴 云南省 男 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4 沈鑫远 云南省 男 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5 彭国锋 云南省 男 曲靖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6 宋少杰 云南省 男 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7 刘致远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8 何诗洋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9 吴春雨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0 夏绪伟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1 陈科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2 杨明国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3 肖瑞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4 龙坤洋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5 高爱华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6 简飞 重庆市 男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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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省份 性别 单位 考核类型 报考项目 培训报名情况 

1 丁东方 福建省 女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 王志雄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 陈伟林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 许盛均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南平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 杨静 福建省 女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 郑信勇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龙岩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 张建强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 黄承锋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 吕亮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 田华建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 罗少平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 陈真粱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 黄思文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 唐卓雄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 吴蔚峰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 郑明华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 林海坤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 杜明忠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 陈祥卓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 黄田佳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 戴少武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莆田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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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黄丽群 福建省 女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宁德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 王幸捷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 庄岩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 倪仁墀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6 何元进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7 王曾赟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8 洪志阳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9 蔡清白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0 林俊滨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1 王航德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2 黄俊华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3 俞兵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4 黄群力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5 朱林彬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6 陈伟斌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三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7 林其岳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8 陆奶妹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39 张金炉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0 蔡育晓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1 庄毅威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2 黄明辉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查研究院泉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3 黄建彬 福建省 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4 梁宽 广东省 男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5 曾伟标 广东省 男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6 朱家奇 广东省 男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7 翁振粤 广东省 男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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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刘秋生 广东省 男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49 刘兴锋 广东省 男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0 李涵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1 邓超志 广东省 男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2 彭文瀚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3 叶文杰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4 关泽飘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5 伍建廷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源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6 呙中樑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7 李胜泉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8 陈敏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59 张健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0 李溢开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1 冯启缓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2 赵后才 广东省 男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3 张钟周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4 程贞钰 广东省 男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5 饶亮 广东省 男 
乌鲁木齐博域益友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6 高发亮 广东省 男 
深圳市粤建建筑机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7 胡平 广东省 男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68 卢志坚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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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汤志烽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0 黄泽雄 广东省 男 广东省潮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1 陈辉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湛江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2 尹宁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3 赖汉源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4 冯文聪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5 潘亮 广东省 男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6 翁晓东 广东省 男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7 程鹏 广东省 男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8 郑良田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79 陈建波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0 黎清健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1 邓文经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湛江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2 谈飞冬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3 李峰 广东省 男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4 陆二兵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5 刘金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6 刘英杰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7 肖公财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8 邓贤远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89 曾学信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0 周普亮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1 吴洽雄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2 王超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3 陈瑞广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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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林齐福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5 麦鋭筠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6 熊奔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7 林浩涛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8 李磊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99 刘志凯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0 王海钊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1 钱炳坤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2 贺义峰 广东省 男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3 梁恒章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4 白金光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5 张勇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6 刘颖锷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7 徐永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8 朱历平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09 汪天平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0 何永寿 广东省 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1 俞秉晨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2 华颢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3 邱硕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宿

迁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4 杨佳悦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5 黄玉麟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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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分院） 

116 高良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

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7 蒋海东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8 李斌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19 牛犇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0 张欢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

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1 丁丹 江苏省 男 江苏东安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2 蔡闽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3 王晶晶 江苏省 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

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4 李泉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连云港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5 刘甲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6 徐俊华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7 毛峰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熟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8 王继成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徐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29 夏凯锋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0 安婷婷 江苏省 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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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谢南煊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阴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2 曹夏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3 孙健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4 黄敬猛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无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5 杨德林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盐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6 孙建峰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盐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7 程箴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8 董放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39 张磊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盐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0 郭洪锍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1 刘成旭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泰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2 张维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3 古惟 江苏省 男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4 孙江华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5 张巍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6 陈作超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7 朱庆亮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48 祝虎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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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李加将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0 赵永刚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1 黄申东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太仓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2 沈礼君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3 宋志伟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4 骆斌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5 吉海生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6 徐翔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7 王继强 江苏省 男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8 于在龙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59 韦蓉盛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0 王木菊 江苏省 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无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1 孟飞翔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2 胡平正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扬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3 赵奇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张家港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4 郁秋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连

云港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5 庆光蔚 江苏省 女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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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周丹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盐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7 陈斌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张家港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8 王英刚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69 张媛 江苏省 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

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0 刘家成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盐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1 高志柯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2 陈曦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徐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3 陈健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熟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4 崔耀宽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5 邓志刚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昆

山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6 宁士翔 江苏省 男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7 王瑀 江苏省 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8 陆健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

通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79 张广明 江苏省 男 泰州市祥安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0 许华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

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1 王太鹏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2 潘章慧 江苏省 男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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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徐林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盐城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4 姚根云 江苏省 男 泰州市祥安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5 卞伟宏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阴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6 周忠红 江苏省 男 泰州市祥安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7 施雪松 江苏省 男 泰州市祥安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8 金晨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89 葛坤澎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0 陈卫勇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1 史剑峰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太仓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2 李蓓蓓 江苏省 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无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3 吴金梅 江苏省 女 泰州市祥安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4 邵犇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5 吴鹏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6 吴磊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7 曹洺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8 盛阳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199 费宏斌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0 张申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1 杨小姜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无锡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2 卞立新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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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张靖宇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泰州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4 张晓林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南通分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5 张旭元 江苏省 男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6 赵凯 江苏省 男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7 丁俊 江苏省 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8 王会方 江苏省 男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09 江叶峰 浙江省 男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0 虞晓斌 浙江省 男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1 王森 浙江省 男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2 王啸 浙江省 男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3 黄李威 浙江省 男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4 范文庆 浙江省 男 金华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5 王国良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6 宋梁君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7 胡群威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8 吕正 浙江省 男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19 马奇达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0 林辰 浙江省 男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1 王佐才 浙江省 男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2 严怀钰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3 杨阳 浙江省 男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4 钟佳奇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5 应鹤峰 浙江省 男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6 胡金秀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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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童耀庭 浙江省 男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8 陶何斌 浙江省 男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29 陈雷 浙江省 男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0 单科科 浙江省 男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1 张超 浙江省 男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2 岑琪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3 朱伟进 浙江省 男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4 程俊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5 徐浩吉 浙江省 男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6 郑伟 浙江省 男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7 施科益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8 张交通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39 郭聪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0 楼一兵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1 金炯炯 浙江省 男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2 丁善政 浙江省 男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3 汪伟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4 黄卓平 浙江省 男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5 潘以军 浙江省 男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6 钟浩盛 浙江省 男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7 陆奇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8 马建蔚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49 曾鸿浩 浙江省 男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0 郑豪 浙江省 男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1 张彬彬 浙江省 男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2 沈国炎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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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欧淼 浙江省 男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4 高挺峰 浙江省 男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255 朱陈孟 浙江省 男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取证初试 QS 报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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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检验师（QS）实际操作 



 

— 52 — 

 

实习记录 
 

 

 

 

 

 

 

 

 

 

 

 

用人机构名称：                                        

实习人员姓名：                                        

联 系 电 话：                                          

    实 习 日 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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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检验师（QS）实际操作实习基本要求 

1 前言 

申请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在参加取证专业培训活动前应当进行起重机械监督检验技能实习工

作。实习人员应当在本单位有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的检验人员（以下简称“指导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习工

作。其监督检验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训部少于 20小时。 

    2 检验仪器设备选用方面的实习 

实习人员应当根据拟实习现场设备的实际情况，在指导人员的指导下，选用适当的仪器设备，通过观看指

导人员的使用操作过程，并结合使用操作练习，掌握监检过程中起重机械检验仪器设备、工具使用技能。 

3 起重机械检验的现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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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人员应当跟随指导人员至少参加 1台起重机械（应为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

重机、升降机、机械式停车设备中的任一类型）的实际全过程的监督检验实习工作。  

实习人员应当在指导人员的指导下，按照附录 1、附录 2所要求的项目进行实习工作，通过实习，掌握相应

的检验技能。 

实习人员应对实习检验的起重机械逐台填写仅供证明本人参加了相应实习工作的检验方案（适用时）、检验

记录、检验意见通知书（适用时）、检验报告、检验案例。 

    4 检验现场危险源辨识及控制措施方面的实习 

实习人员应当在起重机械监督检验现场，通过指导人员的指导，掌握起重机械监督检验现场危险源辨识及

控制措施方面的技能。 

    5 检验技术文件方面的实习 

实习人员应当在指导人员的指导下，参与编制一份仪器设备（核准要求中必备仪器设备中的一种）操作规

程或者参与编制一份起重机械（任选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升降机、机械式停

车设备中的一台）检验作业文件（检验细则或检验方案）。 

    6 实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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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实习的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填写《起重机械检验师（QS）实际操作实习记录》。 

    7 用人机构对实习人员的安全管理 

用人机构应当加强实习人员的安全管理，确保实习人员在实习工作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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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1、检验条件确认 
能够通过目测，以及使用万用表、温湿度计、风速仪

等判断现场检验条件是否符合要求 

2、起重机械监督检验 

B1 设备选型 

产品文件、合同 
能够通过对照产品文件、合同，检查机械的选型与使用

工况匹配情况是否符合法规和合同要求 

防爆起重机 

能够通过对照产品文件、合同、实物，检查防爆起重机

上的安全保护装置、电气元件、照明器材等需要采用符

合防爆要求的，是否采用防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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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2 产品技术

文件 

产品设计文件 

在安装监检时，能够通过核查产品设计文件（包括总图、

主要受力结构件图、机械传动图和电气、液压系统原理

图），判断产品出厂设计文件是否齐全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安装及其使用维护说

明 

在安装监检时，能够核查产品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

及其使用维护说明是否齐全 

整机型式试验合格证

明 

在安装监检时，能够通过核查产品整机型式试验合格证

明，判断其是否按覆盖原则覆盖实物 

B3 安装改造

维修资格 

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能够核查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是否符合要求 

安装改造重大维修告

知书 
能够核查安装改造重大维修告知书是否符合要求 



 

— 58 —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安装改造维修作业人

员的资格证件 

能够核查现场安装改造维修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件是否

符合要求 

B4 施工作业

（工艺）文件 

能够核查施工单位是否有经施工单位负责人批准的施工作业（工艺）文件，其

内容是否包括作业程序、技术要求、方法和措施等 

B5 现场施工

条件 

安装基础验收合格证

明 

能够核查核查是否有经过施工单位盖章确认的安装基

础验收合格证明 

安全距离 

（1）能够检查起重机械运动部分与建筑物、设施、输

电线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2）能够检查高于 30m 的起重机械顶端或者两臂端红

色障碍灯工作是否正常有效 

B6 部件施工

前检验 

主要零部件合格证、

铭牌 

（1）能够核查主要零部件合格证、铭牌； 

（2）必要时能够核对实物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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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安全保护装置合格

证、铭牌、型式试验

证明 

（1）能够核查安全保护装置合格证、铭牌、型式试验

证明； 

（2）必要时能够核对实物检查 

主要受力结构件主要

几何尺寸 
能够核查主要受力结构件主要几何尺寸的检查记录 

B7 部件施工

过程与施工

后检验 

主要受力结构件施工

现场连接（焊接、螺

栓、销轴、铆接等）

的检查记录 

能够核查主要受力结构件（如主梁、主支撑腿、主副吊

臂、标准节、吊具横梁等）施工现场连接（焊接、螺栓、

销轴、铆接等）的检查记录 

主要受力结构件的主

要几何尺寸 

能够核查施工后主要受力结构件的主要几何尺寸施工

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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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钢丝绳等主要零部件 

（1）能够核查钢丝绳及其连接、吊具、滑轮组、卷筒

等施工检查记录； 

（2）必要时能够对钢丝绳及其连接、吊具、滑轮组、

卷筒进行实物检查 

配重、压重 能够核查配重、压重的施工记录 

安全警示标志 能够检查安全警示标志 

主要受力构件分段制

造现场组装 

（1）能够判断主要受力构件是否分段制造现场组装； 

（2）能够检查主要受力构件现场组装无损检测报告 

B8 电气与控

制系统检验 

B8.1电气设备与控制

系统 

（1）能够核查起重机械电气设备及其控制系统的安装

记录是否符合 GB50256-1996的相关要求； 

（2）必要时能够进行实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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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8.2电气保护装置 

（1）能够根据电气接线图，核查以下电气保护装置检

测和试验的施工记录，是否符合 GB6067 的要求； 

①接地保护    ②绝缘电阻    ③短路保护 

④失压保护    ⑤零位保护    ⑥过流（过载）保护 

⑦失磁保护    ⑧供电电源断错相保护 

⑨正反向接触器故障保护 

（2）必要时能够对上述电气保护装置进行实物及其功

能检查 

B9 安全保护

和防护装置

检验 

B9.1

制 

动 

器 

1、工作制动器

的设置 

（1）能够核查工作制动器与安全制动器的设置是否符

合《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桥式起重机》（TSG 

Q0002-2008）第六十七条要求； 

（2）必要时能够对实物进行操作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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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2、制动器型

式、制动性能 

（1）能够检查工起升和动臂变幅机构是否采用常闭制

动器； 

（2）能够检查回转机构、运行机构、小车变幅机构的

制动器是否能够保证起重机械制动时平稳性要求； 

（3）必要时能够对实物进行操作和测量 

3、制动器推动

器漏油现象 
能够检查制动器的推动器是否无漏油现象 

4、制动轮与摩

擦片摩擦、缺

陷和油污现象 

（1）能够检查制动器打开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是否没有

摩擦现象； 

（2）能够检查制动器闭合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是否接触

均匀，是否没有影响制动性能的缺陷和油污 

5、制动器调整 能够检查制动器是否调整适宜，制动是否平稳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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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6、制动轮裂

纹、划痕、凹

凸不平度 

（1）能够检查制动轮是否无裂纹（不包括制动轮表面

淬硬层微裂纹），是否没有摩擦片固定铆钉引起的划痕，

凹凸不平度是否不大于 1.5mm； 

（2）必要时能够对实物进行操作和测量 

B9.2

起重

1、起重量限制

器设置 
能够检查是否按照规定设置起重量限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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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量限

制器 

2、起重量限制

器试验 

能够通过现场监督试验，检查试验和结果是否符合以下

要求： 

（1）起升额定载荷，以额定速度起升、下降，全过程

中正常制动 3次，起重量限制器不动作； 

（2）保持载荷离地面 100mm～200mm，逐渐无冲击继续

加载至 1.05 倍的额定起重量，检查是否先发出超载报

警信号，然后切断上升方向动作，但机构可以做下降方

向的运动。 

B9.3

力矩

1、力矩限制器

设置 

能够检查是否按照规定设置起重力矩限制器、回转力矩

限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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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限制

器 

2、力矩限制器

试验 

（1）能够通过现场监督试验，检查当起重力矩达到

1.05 倍的额定值时，是否能够切断上升和幅度增大方

向的动力源，但是机构可以做下降和减小幅度方向的运

动； 

（2） 能够通过现场监督试验，检查当回转机构在回转

有可能自锁时，回转力矩限制器是否可靠 

B9.4 起升高度（下降

深度）限位器 

（1）能够检查是否按照规定均设置起升高度（下降深

度）限位器，并且对其试验进行监督，当吊具起升（下

降）到极限位置时，是否能够自动切断动力源； 

（2）能够检查吊运熔融金属的起重机是否设置不同形

式的上升极限位置的双重限位器，并且能够控制不同的

断路装置； 

（3）能够检查当起升高度大于 20m 时，是否设置下降

极限位置限位器，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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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9 安全保护

和防护装置

检验 

B9.6 运行机构行程

限位器 

（1）能够检查当大、小车分别运行至轨道端部，是否

压上行程开关； 

（2）能够检查大、小车运行机构行程限位器（电动单

梁起重机，电动单梁悬挂起重机小车运行机构除外动

作）时，是否能够停止向运行方向的运行 

 

 

B9.7 缓冲器和止挡

装置 

（1）能够检查大、小车运行机构的轨道端部缓冲器或

者端部止挡是否完好； 

（2）能够检查缓冲器与端部止挡装置或者与另一台起

重机运行机构的缓冲器对接是否良好，端部止挡是否

固定牢固，是否能够两边同时接触缓冲器； 

（3）能够对操作试验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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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9.8 应急断电开关 

（1）能够检查起重机械应急断电开关是否能够切断起

重机械动力电源； 

（2）能够检查应急断电开关是否不自动复位； 

（3）能够检查应急断电开关是否设在司机操作方便的

地方 

B9.9 连锁保护装置 

（1）能够检查出入起重机械的门或者司机室到桥架上

的门打开时，总电源是否能够接通； 

（2）能够检查当处于运行状态，门打开时，总电源是

否断开，所有机构运行是否都停止。 

B9.10 超速保护装置 

能够检查对于门座起重机的起升机构和变幅机构、用于

吊运熔融金属的桥式起重机起升机构，当采用可控硅定

子调压、涡流制动器、能耗制动、可控硅供电、直流机

组供电调速以及其他由于调速可能造成超速的，是否有

超速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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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9.11 偏斜显示（限

制）装置 

对于大跨度（大于或者等于 40m）的门式起重机和装卸

桥，能够检查是否设置偏斜显示或者限制装置。 

B9.12 防倾翻安全钩 

能够检查在主梁一侧落钩的单主梁起重机防倾翻安全

钩，当小车正常运行时，是否能够保证安全钩与主梁的

间隙合理，运行无卡阻 

B9.13 扫轨板 

能够检查并且测量起重机械扫轨板下端与轨道的距离

是否符合要求（一般起重机械不大于 10mm，塔式起重

机不大于 5mm）。 

B9.14 导电滑触线防

护板 

能够检查所设置导电滑触线的防护板是否安全可靠，符

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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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9.16 防风防滑装置 

（1）能够检查露天工作的起重机械是否按照设计规定

设置夹轨钳、锚定装置或者铁鞋等防风装置，是否满足

要求； 

（2）能够检查门座起重机防风装置及其与防风装置的

连接部位是否符合设计规定； 

（3进行）防风装置动作试验时，能够现场监督钳口夹

紧或者锚定以及电气保护装置的工作是否可靠，其顶轨

器、楔块式防爬器、自锁式防滑动装置功能是否正常有

效； 

（4） 能够检查防风装置零件是否无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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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9 安全保护

和防护装置

检验 

B9.17 风速仪 

（1）能够检查起升高度大于 50m 的露天工作起重机是

否安装风速仪； 

（2）能够检查风速仪是否安装在起重机顶部至吊具最

高位置间的不挡风处； 

（3）能够检查当风速大于工作极限风速时，风速仪是

否能够发出停止作业的警报 

B9.18 防护罩 

（1）能够检查起重机械上外露的有伤人可能的活动零

部件防护罩是否齐全； 

（2）能够检查露天作业的起重机械的电气设备防雨罩

是否齐全； 

（3）能够检查铸造起重机隔热装置是否完好 

B9.19 其它安全保护

和防护装置 

能够检查所设置的其他安全防护装置（如防后翻装置和

自动锁紧装置、断绳保护、汽车举升机的同步装置等）

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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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10 性能试

验 
总要求 

（1）试验前，监检人员应当能够核查施工单位的试验

方案； 

（2）能够检查试验条件是否满足 GB/T 5905-1998《起

重机试验规范和程序》、JT/T99-1994《港口门座起重机

试验方法》、GB/T 10054-2005《施工升降机》和 JB/T 

10215-2000《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及相关规定

的要求； 

（3）在施工单位进行试验时，监检人员能够在试验现

场进行现场监督，并且能够对试验结果进行确认，必要

时能够进行检查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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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10.1空载试验 

（1）能够检查操纵机构、控制系统、安全防护装置是

否动作可靠、准确，馈电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2）能够检查各机构动作是否平稳、运行正常，是否

能实现规定的功能和动作，是否无异常震动、冲击、过

热、噪声等现象； 

（3）能够检查液压系统是否无泄漏油现象，润滑系统

是否工作正常 

B10.2 额定载荷试验 

（1）能够检其是否符合 B10.1的要求； 

（2）对制动下滑量有要求的，能够检查制动下滑量是

否在允许范围内； 

（3）能够检查挠度是否符合要求； 

（4）能够检查主要零件是否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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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技能要求（检验工具、仪器的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

能力） 

B10.3 静载荷试验 

（1）能够检查主要受力结构件是否无明显裂纹、永久

变形、油漆剥落； 

（2）能够检查主要机构连接处是否未出现松动或者损

坏； 

（3）能够检查是否无影响性能和安全的其他损坏 

B10.4动载荷试验 

（1）能够检查机构、零部件等工作是否正常； 

（2）能够检查机构、结构件是否无损坏，连接处是否

无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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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项目及其内容 技能要求 

1、检验技术文件编制和审核技能 

（1）能够掌握起重机检验作业文件的分类：细则（方案）、

记录格式、报告格式、填写规则； 

（2）能够通过给定的受检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出厂随机

文件），编制出符合要求的检验作业文件； 

（3）对于指定的检验作业文件，能够指出其中的不合理

部分，并说明原因及给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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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项目及其内容 技能要求 

2、检验记录、检验报告、检验意

见通知书编制和审核技能 

（1）能够对指定的起重机现场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地

在原始记录中记录实际的检验结果、并进行结论判断； 

（2）能够根据原始记录编制，及时、准确地编制检验意

见通知书和检验报告； 

（3）能够根据给定的原始记录、检验报告、检验意见通

知书，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并说明理由，给出改进建议 

3、检验案例编制和审核技能 

（1）能够根据给定的“原始记录、检验报告”，判断是

否需要编制检验案例，如需要，能够按照要求编制检验案

例； 

（2）能够根据给定的“原始记录、检验报告、检验案例”，

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并说明理由，给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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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项目及其内容 技能要求 

4、检验仪器设备使用/设备管理

技能 

（1）能够根据制定的项目，合理选用仪器设备，并进行

检验操作； 

（2）能够根据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及实物，编制操作规

程； 

（3）能够根据指定的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实物，指出

操作规程中不合理部分，并说明理由，提出改进建议； 

（4）能根据给定的仪器设备及期间核查规程，对仪器设

备进行期间核查并做好记录； 

（5）能根据给定的仪器设备及自校准规程，对仪器设备

进行自校准并做好记录 

5、安全管理技能 

（1）能够进行检验现场危险源辨识并提出控制措施； 

（2）能够进行检验现场安全检查； 

（3）能够对其他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4）能够进行现场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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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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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机构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组织了对拟参加起重机械检验

师取证专业培训活动的                同志的实际检验技能实习。 

由我单位的起重机械检验师                              （检验人员资格证编号

为                         ）对其进行了检验用仪器设备选用的指导。 

由我单位的起重机械检验师                              （检验人员资格证编号

为                         ）在      台起重机械的监督检验现场，对其进行了起重

机械设备监督检验技能、检验现场危险源辨识及控制措施方面实习指导。 

由起重机械检验师                              （检验人员资格证编号

为                         ）对其进行了检验技术文件方面的实习的指导 

 

用人机构技术负责人： 

 

                                                             用人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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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重机械检验实习记录 

我在起重机械检验师                       等同志的指导下，参加了下述    台起重机械的检验实习工作，我跟随指导

人员，逐台对全部检验项目进行了检验实习操作，填写了仅供证明我参加了实际检验实习工作用的检验记录、检验意见通知书（适

用时）、检验报告、检验案例（适用时），上述文件得到了指导人员的确认，具体文件附后。 

序号 
起重机械类

别 

起重机械

型号 
使用单位 

监督检验

结束日期 

指导人

员 
所附文件种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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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注： 

（1）“所附文件种类”栏填写方法：①表示“检验方案”（适用时）；②表示“记录”；③表示“检验意见通知书”（适用时）；③

表示“检验报告”；⑤表示“检验案例”（适用时） 

（2）“起重机械类别”栏填写方法：按照实际情况，填写“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升降机、机

械式停车设备”。 

 

实习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培训教师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证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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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重机械检验技术文件方面的实习记录 

我单位起重机械检验师            等同志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单位内对我进行了起重机械检验技术文件方面的指导。通过指导，我编制了如下技术文件： 

（文件名称） 

附：文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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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培训教师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证书号： 

 

 

2018 年第一期全国起重机械检验师（QS） 

资格取证专业培训日程安排（无锡） 

  

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7日 星期一 全 天 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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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8日 星期二 

上午 
8:30-9:30 

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取证专业培训相关事宜简介 

上午 
9:30-12:00 

2.1 起重机械设计以及安全技术基本要求（8学时） 

2.1.1 起重机械设计基本要求       （3课时） 

2.1.2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2课时） 

2.1.3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9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2.2.1  起重机械制造工艺（8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结构工艺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10日 星期四 

上午 
8:30-12:00 

1.7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4学时） 

1.7.1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内容、要求、方法  （3课时） 

1.7.2 情景案例分析                     （1 课时） 

下午 
14：30-18:00 

1.8 起重机械新技术（4学时） 

1.8.1 起重机械产品新技术（1课时） 

1.8.2 安全监控及健康监测技术（1课时） 

1.8.3 自动化码头（1课时） 

1.8.4 起重机械节能（1课时） 

5月 11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2.1.4 起重机械设计实例（8学时） 

①起重机械设计基础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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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12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3.2 起重机械液压系统检验（8学时） 

3.2.1 起重机械液压系统检验方法与要求 （3课时） 

3.2.2 情景案例分析                   （5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13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3.5 起重机械检验方案和报告的编制与审核（4学时） 

3.5.1 起重机械检验方案    （1课时） 

3.5.2 起重机械检验报告    （1课时） 

3.5.3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3.6 起重机械检验设备及选用（4学时） 

3.6.1 起重机械检验仪器设备要求及选用  （2课时） 

3.6.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14日 星期一 

上午 
8:30-12:00 3.4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8学时） 

3.4.1 起重机械定检要求与技能         （5课时） 

3.4.2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15日 星期二 

上午 
8:30-12:00 

3.1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检验（16学时） 

3.1.1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检验方法与要求 （8课时） 

3.1.2 情景案例分析                   （8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16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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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下午 
14：30-18:00 

5月 17日 星期四 全天 自      习 

5月 18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1.4 起重机械事故技术鉴定（4学时） 

1.4.1 事故技术鉴定内容、方法与要求    （2课时） 

1.4.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1.5 起重机械安全评估（4学时） 

1.5.1 安全评估内容、方法与要求        （2课时） 

1.5.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19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1.1 起重机械法规标准（4学时） 

1.1.1起重机械相关法规、标准知识  （2课时） 

1.1.2 国外起重机械相关标准知识   （1课时） 

1.1.3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下午 
14：30-18:00 3.3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8学时） 

3.3.1起重机械监检要求与技能         （5课时） 

3.3.2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5月 20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1.6 起重机械失效分析与报废（8学时） 

1.6.1 机械部件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课时） 

1.6.2 金属结构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课时） 

1.6.3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21日 星期一 

上午 
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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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下午 
14：30-18:00 

1.2 起重机械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8学时） 

1.2.1 TSG Z0004-2007 （3课时） 

1.2.2 TSG Z0005-2007 （2课时） 

1.2.3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5月 22日 星期二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1.3 检验机构质量管理体系（4学时） 

1.3.1 TSG Z7003-2004    （2课时） 

1.3.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23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2.2.2 起重机械安装工艺（8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安装工艺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24日 星期四 全天 自      习 

5月 25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2.2.3 起重机械改造工艺（4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改造工艺 （3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下午 
14：30-18:00 

2.2.4 起重机械修理工艺（4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修理工艺 （3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5月 26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2.3 特殊类型起重机（8学时） 

2.3.1 冶金起重机     （3课时） 

2.3.2 防爆起重机     （2课时） 

2.3.3 绝缘起重机     （1课时） 

2.3.4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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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束，相关人员自行准备参加后续考试活动，具体考试相关事宜请登录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网站“中检协[2018]考字第 14号”。 

 

 

 

 

 

 

 

 

 

   2018 年第一期全国起重机械检验师（QS） 

  资格取证专业培训日程安排（成都） 

 

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7日 星期一 全 天 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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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8日 星期二 

上午 
8:30-9:30 

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取证专业培训相关事宜简介 

上午 
9:30-12:00 3.4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8学时） 

3.4.1 起重机械定检要求与技能         （5课时） 

3.4.2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9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1.4 起重机械事故技术鉴定（4学时） 

1.4.1 事故技术鉴定内容、方法与要求    （2课时） 

1.4.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1.5 起重机械安全评估（4学时） 

1.5.1 安全评估内容、方法与要求        （2课时） 

1.5.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10日 星期四 

上午 
8:30-12:00 

2.1 起重机械设计以及安全技术基本要求（8学时） 

2.1.1 起重机械设计基本要求       （3课时） 

2.1.2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2课时） 

2.1.3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11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2.2.1  起重机械制造工艺（8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结构工艺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 89 — 

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12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1.7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4学时） 

1.7.1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内容、要求、方法  （3课时） 

1.7.2 情景案例分析                     （1 课时） 

下午 
14：30-18:00 

1.8 起重机械新技术（4学时） 

1.8.1 起重机械产品新技术（1课时） 

1.8.2 安全监控及健康监测技术（1课时） 

1.8.3 自动化码头（1课时） 

1.8.4 起重机械节能（1课时） 

5月 13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2.1.4 起重机械设计实例（8学时） 

①起重机械设计基础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月 14日 星期一 全天 自      习 

5 月 15日 星期二 

上午 
8:30-12:00 3.2 起重机械液压系统检验（8学时） 

3.2.1 起重机械液压系统检验方法与要求 （3课时） 

3.2.2 情景案例分析                   （5课时） 下午 
14：30-18:00 

5 月 16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3.5 起重机械检验方案和报告的编制与审核（4学时） 

3.5.1 起重机械检验方案    （1课时） 

3.5.2 起重机械检验报告    （1课时） 

3.5.3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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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下午 
14：30-18:00 

3.6 起重机械检验设备及选用（4学时） 

3.6.1 起重机械检验仪器设备要求及选用  （2课时） 

3.6.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 月 17日 星期四 

上午 
8:30-12:00 

3.1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检验（16学时） 

3.1.1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检验方法与要求 （8课时） 

3.1.2 情景案例分析                   （8课时） 

下午 
14：30-18:00 

5 月 18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5 月 19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2.2.2 起重机械安装工艺（8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安装工艺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5 月 20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2.2.3 起重机械改造工艺（4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改造工艺 （3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下午 
14：30-18:00 

2.2.4 起重机械修理工艺（4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修理工艺 （3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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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 月 21日 星期一 

上午 
8:30-12:00 

2.3 特殊类型起重机（8学时） 

2.3.1 冶金起重机     （3课时） 

2.3.2 防爆起重机     （2课时） 

2.3.3 绝缘起重机     （1课时） 

2.3.4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5 月 22日 星期二 

上午 
8:30-12:00 

1.1 起重机械法规标准（4学时） 

1.1.1起重机械相关法规、标准知识  （2课时） 

1.1.2 国外起重机械相关标准知识   （1课时） 

1.1.3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下午 
14：30-18:00 3.3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8学时） 

3.3.1起重机械监检要求与技能         （5课时） 

3.3.2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5月 23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1.6 起重机械失效分析与报废（4学时） 

1.6.1 机械部件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课时） 

1.6.2 金属结构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课时） 

1.6.3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24日 星期四 

上午 
8:30-12:00 

1.6 起重机械失效分析与报废（4学时） 

1.6.1 机械部件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课时） 

1.6.2 金属结构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课时） 

1.6.3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1.2 起重机械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8学时） 

1.2.1 TSG Z0004-2007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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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5月 25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1.2.2 TSG Z0005-2007 （2课时） 

1.2.3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1.3 检验机构质量管理体系（4学时） 

1.3.1 TSG Z7003-2004    （2课时） 

1.3.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5月 26日 星期六 全天 自      习 

培训结束，相关人员自行准备参加后续考试活动，具体考试相关事宜请登录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网站查询。 

 

 

 

 

 

   2018 年第二期全国起重机械检验师（QS） 

资格取证专业培训日程安排（无锡） 

 

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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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6月 21日 星期四 全 天 报 到 

6月 22日 星期五 

上午 
8:30-9:30 

起重机械检验师资格取证专业培训相关事宜简介 

上午 
9:30-12:00 2.2.2 起重机械安装工艺（8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安装工艺 （5 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 课时） 下午 
14：30-18:00 

6月 23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2.2.3 起重机械改造工艺（4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改造工艺 （3 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1 课时） 

下午 
14：30-18:00 

2.2.4 起重机械修理工艺（4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修理工艺 （3 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1 课时） 

6月 24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2.3 特殊类型起重机（8学时） 

2.3.1 冶金起重机     （3课时） 

2.3.2 防爆起重机     （2课时） 

2.3.3 绝缘起重机     （1课时） 

2.3.4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下午 
14：30-18:00 

6月 25日 星期一 
上午 

8:30-12:00 

1.4 起重机械事故技术鉴定（4学时） 

1.4.1 事故技术鉴定内容、方法与要求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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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下午 
14：30-18:00 

1.4.2 情景案例分析                    （2 课时） 

1.5 起重机械安全评估（4学时） 

1.5.1 安全评估内容、方法与要求        （2 课时） 

1.5.2 情景案例分析                    （2 课时） 

6月 26日 星期二 

上午 
8:30-12:00 

2.1 起重机械设计以及安全技术基本要求（8学时） 

2.1.1 起重机械设计基本要求       （3课时） 

2.1.2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2课时） 

2.1.3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6月 27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2.2.1  起重机械制造工艺（8学时） 

①箱型和桁架典型起重机结构工艺 （5 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 课时） 下午 
14：30-18:00 

6月 28日 星期四 

上午 
8:30-12:00 

1.7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4学时） 

1.7.1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内容、要求、方法  （3课时） 

1.7.2 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下午 
14：30-18:00 

1.8 起重机械新技术（4学时） 

1.8.1 起重机械产品新技术（1课时） 

1.8.2 安全监控及健康监测技术（1课时） 

1.8.3 自动化码头（1课时） 

1.8.4 起重机械节能（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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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6月 29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2.1.4 起重机械设计实例（8学时） 

①起重机械设计基础         （5课时） 

②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6月 30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1.1 起重机械法规标准（4学时） 

1.1.1起重机械相关法规、标准知识  （2课时） 

1.1.2 国外起重机械相关标准知识   （1课时） 

1.1.3情景案例分析                （1课时） 

下午 
14：30-18:00 3.3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8学时） 

3.3.1起重机械监检要求与技能         （5课时） 

3.3.2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7月 1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1.6 起重机械失效分析与报废（8学时） 

1.6.1 机械部件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 课时） 

1.6.2 金属结构损伤、失效模式及机理    （3 课时） 

1.6.3情景案例分析                     （2 课时） 

7月 2日 星期一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1.2 起重机械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8学时） 

1.2.1 TSG Z0004-2007 （3课时） 

1.2.2 TSG Z0005-2007 （2课时） 

1.2.3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7月 3日 星期二 
上午 

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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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下午 
14：30-18:00 

1.3 检验机构质量管理体系（4学时） 

1.3.1 TSG Z7003-2004    （2课时） 

1.3.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7月 4日 星期三 

上午 
8:30-12:00 

3.1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检验（16学时） 

3.1.1 起重机械电气系统检验方法与要求 （8课时） 

3.1.2 情景案例分析                   （8课时） 

下午 
14：30-18:00 

7月 5日 星期四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7月 6日 星期五 全天 自      习 

7月 7日 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3.2 起重机械液压系统检验（8学时） 

3.2.1 起重机械液压系统检验方法与要求 （3课时） 

3.2.2 情景案例分析                   （5课时） 下午 
14：30-18:00 

7月 8日 星期日 
上午 

8:30-12:00 

3.5 起重机械检验方案和报告的编制与审核（4 学时） 

3.5.1 起重机械检验方案    （1课时） 

3.5.2 起重机械检验报告    （1课时） 

3.5.3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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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课时 内容 

下午 
14：30-18:00 

3.6 起重机械检验设备及选用（4学时） 

3.6.1 起重机械检验仪器设备要求及选用  （2课时） 

3.6.2 情景案例分析                    （2课时） 

7月 9日 星期一 

上午 
8:30-12:00 3.4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8学时） 

3.4.1 起重机械定检要求与技能         （5课时） 

3.4.2 情景案例分析                   （3课时） 下午 
14：30-18:00 

7月 10日 星期二 全天 自      习 

培训结束，相关人员自行准备参加后续考试活动，具体考试相关事宜请登录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网站查询。 

 

 

 

 

 

 

 

2018年起重机械检验师取证考试主要相关法规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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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二、行政法规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549号） 

三、部门规章 

3、质检总局关于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2014年第 114 号） 

4、《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检总局第 92号令） 

四、特种设备通用安全技术规范 

5、《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TSG Z7001-2004）含其第 1、2、3号修改单 

6、《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TSG Z7003-2004） 

7、《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鉴定评审细则》（TSG Z7002-2004） 

8、《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质量保证体系基本要求》（TSG Z0004-2007） 

9、《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TSG Z8002-2013）含其第 1 号修改单 

10、《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TSG 03-2015） 

11、《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 

五、机电类特种设备通用规范性文件 

12、《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规则（试行）》（国质检锅[2003]174号） 

13、《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国质检锅[2003]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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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起重机械专用安全技术规范及规范性文件 

14、《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桥式起重机》（TSG Q0002-2008） 

15、《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2016） 

16、《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规则》（TSG Q7016-2016） 

17、《起重机械型式试验规程（试行）》（国质检锅[2003]305号） 

七、技术标准 

18、《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部分：总则》（GB 6067.1-2010） 

19、《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5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GB 6067.5-2014） 

20、《起重机械设计规范》（GB/T 3811-2008） 

21、《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2012） 

22、《通用桥式起重机》（GB/T 14405-2011） 

23、《电动单梁起重机》（JB/T 1306-2008） 

24、《电动葫芦桥式起重机》（JB/T 3695-2008） 

25、《防爆桥式起重机》（JB/T 5897-2014） 

26、《绝缘桥式起重机》（JB/T 8907-2013） 

27、《冶金起重机技术条件第 1 部分：通用要求》（JB/T 7688.1-2008） 

28、《通用门式起重机》（GB/T 14406-2011） 

29、《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JB/T 56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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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架桥机安全规程》（GB 26469-2011） 

31、《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 5144-2006） 

32、《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GB 10055-2007） 

33、《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GB 26557-2011） 

34、《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GB 17907-2010） 

35、《起重机械无损检测钢焊缝超声检测》（JB/T 10559-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