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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CCIA 技术专家库第二批入库专家名单

的通知

CCIA 秘[2021]056 号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在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CCIA）

各项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 CCIA 相关工作的规范性和

专业性，经本人自愿申请、单位推荐、CCIA 常务理事会审议

通过，确定了 79 名 CCIA 技术专家库第二批入库专家，现予

以公布。

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专家聘任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CCIA 技术专家库第二批入库专家名单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秘书处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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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CIA 技术专家库第二批入库专家名单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1 鲍世勤 北京久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 蔡旭 北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3 陈奋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4 陈继东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科技首席产品官

5 陈荣有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TO

6 陈文 北京华圣龙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7 邓焕 北京华顺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安全官 CSO

8 范仲辉 杭州世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北京子公司技术

总监

9 方奕 神州灵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TO

10 高翔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11 高宇飞 山谷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2 龚亮华 烽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联合发起人，灯塔

实验室执行合伙人

13 关成雷 北京猎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

14 郭鑫 北京华圣龙源科技有限公司 CEO

15 郭义伟 河南信大网御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 郭玉刚 合肥高维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CTO

17 何伊圣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

18 姜海 北京中睿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门总监

19 姜向前 安芯网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20 金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

所（信息产业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21 金华松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2 孔令武 北京珞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TO

23 赖建华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24 乐宏彦 北京数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员、总工程师

25 李德辉 北京众图识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26 李锦勋 合肥全息网御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27 李俊 珠海市一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CTO

28 李凯斌 北京天地和兴科技有限公司 CTO

29 李伟辰
北京知道创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技术副总裁

30 李炜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31 李子阳 广州天懋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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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32 林凯 北京猎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3 刘广坤 北京天际友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TO

34 刘弘利 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中心高级总监

35 刘吉林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咨询服务部技术总监

36 刘乐农 北京天地和兴科技有限公司 CISO

37 刘宁 合肥全息网御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经理

38 刘勇 奇安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副总裁

39 柳遵梁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40 吕冰 深圳市东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总监

41 茆正华 上海派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42 彭根 北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43 皮开阳 深圳市东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44 宋铮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安全合规专家

45 孙悦 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TO

46 锁延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

所（信息产业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总工/高工

47 唐伽佳 北京未来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CEO

48 王国良 北京观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49 王路路 博智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部长、技术中心

项目总监

50 王绍密 山东云天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工控安全产线总经理

51 王文宇 北京数安行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高级工程

师

52 王小涛 北京久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53 王志海 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54 吴利群 杭州极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总监

55 邢亚君 山东云天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运营产线副总经理

56 徐制宇 北京华清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售前总监

57 杨大路 北京天际友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58 杨更 北京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TO

59 杨景杰 北京未来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技术合伙人

60 杨明非
北京天空卫士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董事、合伙人、高级技术总

监

61 杨志卫 北京元支点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山海安全实验室负责人

62 姚纪卫 安芯网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CTO

63 于海东 北京观成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研发总监

64 喻波 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65 苑海彬 北京数安行科技有限公司 CTO

66 张博锋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67 张翠 杭州世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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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68 张福 北京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69 张国庆 北京数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高级工程师

70 张凯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71 张淋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研究院院长

72 张章学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73 赵武 北京华顺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CEO

74 郑轶 博智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副高级

75 周杰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CTO

76 周欣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研发技术总监

77 朱贺军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CTO

78 邹凯 广州天懋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技术中心总经理

79 左洪强 山谷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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