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届分支机构成员名单（2021.11.11）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物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 樊军          

副主任 王钢 刘建立 陈丁江 陈希娟 周蓓蓓 贾小旭     

委员 马东豪 王力 王云强 王铁军 尹力初 卢奕丽 朱青 刘目兴 杜臻杰 杨玉海 

 何海龙 佘冬立 邹文秀 沈重阳 张凡 张中彬 张旭辉 张爱平 陈冲 陈家宙 

 屈忠义 赵英 聂云鹏 倪九派 高光耀 高伟达 唐翔宇 商建英 韩巍 曾令藻 

 蔡太义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化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 高彦征          

副主任 王芳 石振清 刘同旭 李航 何艳 谭文峰     

委员 王小萍 王军 王锐 王震宇 方临川 龙健 冯晓娟 冯雄汉 朱东强 刘承帅 

 刘新刚 刘新敏 苏世鸣 苏建强 杜昌文 李九玉 李伟 邱国红 何红波 何锋 

 谷成 汪海珍 张颖 陈玖斌 陈威 周顺桂 赵红挺 赵晓丽 段桂兰 贾汉忠 

 黄化刚 盛浩 商建英 葛体达 蔡鹏 潘波 唐先进 童美萍   

秘书 王建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生物和生化专业委员会 

主任 褚海燕          

副主任 韦革宏 李俊 李永涛 陆雅海 贺纪正 蒋建东 程磊    

主任助

理 

胡君利          

委员 马斌 王光华 韦中 方运霆 孔维栋 白洋 白娥 冯有智 冯晓娟 朱彪 

 孙蔚旻 李琪  杨云锋 吴祥为 何艳 沈德龙 张丽梅 张瑞福 陈保冬 周顺桂 

 钟文辉 姚槐应 秦华 袁志林 贾仲君 梁超 葛体达 葛源 蒋先军 傅声雷 

 蔡鹏 戴传超         

秘书 杨腾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植物营养专业委员会 

主任 申建波          

副主任 王朝辉 周卫 郑绍建 施卫明 徐国华 廖红     

委员 马文奇 石孝均 叶优良 吕世华 朱晓芳 米国华 汤利 阮云泽 李廷亮 李冰 

 杨劲峰 吴良欢 沈仁芳 沈玉芳 陈新平 姜佰文 袁力行 徐芳森 高强 郭世伟 

 梁永超 樊明寿 黎晓峰        

委员兼

秘书 
张林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发生分类和土壤地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 赵永存          

副主任 孔祥斌 卢瑛 杨金玲 胡雪峰 隋跃宇      

委员 王天巍 龙怀玉 吕成文 刘峰 刘梦云  阮心玲 孙孝林 孙福军 红梅 李兆富 



 李江涛 李玲 杨琳 汪海珍 宋付朋 陆晓辉 陈留美 赵华甫 赵彦锋 赵霞 

 秦发侣 袁大刚 黄来明 盛建东 盛浩 韩光中 慈恩    

委员兼

秘书 
宋效东 

         

 

中国土壤学会盐碱土专业委员会 

荣誉主

任 
田长彦 杨劲松 

        

主任 刘小京          

副主任 王全九 王志春 赵振勇 逄焕成 姚荣江 梁正伟     

委员 丁效东 王秀萍 王建林 王胜 王鸿斌 王淑娟 左强 伍靖伟 刘广明 刘兆辉 

 许兴 孙宏勇 孙毅 杨帆 佘冬立 宋杰 张凤华 张华新 张强 屈忠义 

 赵帅 赵秀芳 洪立州 郭凯 盛建东 康跃虎 隆小华 褚贵新   

秘书 谭莉梅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专业委员会 

主任 史志华          

副主任 李鹏 张风宝 陈晓燕 符素华 谢颂华      

委员 卫伟 王军光 王健 方海燕 左合君 冉立山 刘前进 刘洪鹄 刘窑军 李建业 

 李璐 肖培青 张斌 范昊明 林金石 周正朝 郑子成 赵龙山 信忠保 袁再健 

 贾国栋 徐向舟 高磊 熊东红       

委员兼

秘书 
方怒放 

         

 

中国土壤学会森林土壤专业委员会 

主任 焦如珍          

副主任 孙向阳 吴立潮 汪思龙 陈金林 姜培坤 崔晓阳     

委员 王玉龙 王丽 王晓荣 王磊 毛瑢 卢立华 李玉灵 吴鹏飞 何丙辉 汪明霞 

 张硕新 陈洁 周运超 袁立敏 袁志林 聂立水 涂利华 曹继钊 董玉红 韩素芳 

 曾满生 曾曙才 魏忠平        

秘书 孙启武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遥感与信息专业委员会 

主任 胡月明          

副主任 李兆富 张超 罗忠奎 赵玉国 赵庚星 高雪松     

委员 于欢 王晓红 毕如田 朱阿兴 刘玉 孙孝林 李少帅 李世华 李洪义 杨联安 

 余强毅 张海涛 张黎明 陈奕云 陈涛 武红旗 周伟 周炼清 周清 姜芸 

 贾科利 郭熙 龚建周 盛海彦 彭杰 熊昌盛     

委员兼

秘书 
刘洛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生态专业委员会 

主任 王辉          



副主任 吕卫光 刘满强 何红波 张嵚 胡凌飞 倪九派 曹慧    

委员 王磊 冯有智 朱春梧 孙明明 严君 李成亮 李伏生 李荣 吴纪华 张乃明 

 张玉玲 陈清 季荣 胡荣桂 高亚军 曹林奎 章家恩 隋跃宇 蒋瑀霁 谢文军 

 戴中民 高明         

委员兼

秘书 
李建刚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任 王玉军          

副主任 刘杏梅 吴龙华 吴启堂 周立祥 姚槐应 魏树和     

委员 王芳 王国庆 王金花 王梓萌 仇荣亮 方国东 石振清 冯雄汉 冯新斌 司友斌 

 师华定 朱东强 朱勇兵 刘世亮 刘鸣达 刘承帅 孙庆业 孙红文 李小方 李永涛 

 李伟 李华 李花粉 李芳柏 杨建军 束文圣 何孟常 何艳 谷成 谷庆宝 

 汪鹏 宋静 张颖 陈梦舫 林璋 罗小三 罗春玲 郑顺安 郑娜 赵晓丽 

 胡红青 胡振琪 南忠仁 侯德义 俞慎 袁松虎 贾汉忠 贾永峰 党志 徐应明 

 曹心德 盛国平 焦文涛 童美萍 雷梅 樊建新 潘波 薛生国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肥力与肥料专业委员会 

主任 曾希柏          

副主任 王敏欣 宇万太 张丽莉 孟军 凌宁 诸葛玉

平 

    

委员 王丽英 王昌全 朱安宁 刘秀梅 孙文涛 孙楠 李伏生 李录久 李春喜 杨治平 

 杨思存 邹宏涛 邹国元 沈宏 迟凤琴 张玉龙 罗涛 罗尊长 周建斌 赵小蓉 

 桂林国 倪九派 徐万里 彭显龙 葛树春      

秘书 王亚男 魏占波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 

顾问 陈梦舫 骆永明         

主任 刘五星          

副主任 陈宝梁 周友亚 胡清 滕应       

委员 王兴润 王芳 龙涛 朱勇兵 刘传平 刘国 李义连 李书鹏 杨军 杨洁 

 吴龙华 吴吉春 余江 宋昕 张文辉 邵春岩 罗飞 周静 侯德义 施积炎 

 晏井春 郭观林 黄沈发 黄莹 章海波 韩占涛 辜晓平    

委员兼

秘书 
钱林波 

         

 

中国土壤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主任 陈能场          

副主任 孙瑞娟 吴克宁 隋跃宇        

委员 王锐 布水娇 卢瑛 叶奇栋 叶泓纬 刘永兵 刘鸣达 刘晓南 刘浩 刘琛 

 关卓 许晨阳 苏水兰 杜平 李成学 李松 李炳学 李颖 杨宝钧 杨顺华 

 邹洪涛 张丹 张双虎 张志文 张新英 陈冬峰 陈敏余 陈绪龙 林大松 罗宏基 

 周春火 赵正雄 胡念飞 胡钧铭 查理思 相罕章 姜久龙 贾宏涛 郭丹丹 郭建芳 



 唐颢 黄成德 黄逸强 梁华东 董文茂 董再发 谢志宜 赖佳忠 蔡鹏 熊荣昌 

 潘淑君 薛会英         

秘书 何小霞          

 

中国土壤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 

主任 胡克林          

副主任 史舟 高雪松 高强 
诸葛玉

平 
蔡鹏 

     

委员 王旭东 王庆贵 王建武 刘奋武 红梅 杜建军 李炳学 吴祥为 张旭辉 陈晓燕 

 罗琳 周春火 周顺桂 赵正雄 赵鹏 柳丹 姜佰文 盛建东 崔德杰 蒋代华 

 谢建治          

 

中国土壤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主任  吴永红          

副主任 马斌 李禄军 侯勇 葛体达 蔡鹏      

委员 方国东 卢桂宁 冯晓娟 伍星 刘同旭 刘树伟 刘锋 买文选 李云驹 李思亮 

 李晓敏 杨小茹 杨晓帆 杨巍 肖小雨 邱学礼 何海龙 张水清 张华 陆海鹰 

 赵学强 姜桂英 贾荣亮 唐先干 黄平 董亮 蒋瑀霁 焦文涛 慈恩 翟丽梅 

 韦婧 车景 邓文靖 刘文治 孙仲秀 孙建强 杨良嵘 张宝刚 陈一 胡献刚 

 禹海涛 姜晓谦 倪祥银 高群 崔昕毅 彭静静 程谊    

委员兼

秘书 
孙朋飞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学编辑与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 

主任 徐仁扣          

副主任 王春枝 付会芳 何晓玲 陈德明 孟粉香      

委员 王红红 王芳 王青青 王梓萌 毛小芳 史舟 史志华 冯雄汉 朱春梧 杨云 

 张玉玲 张银玲 陈荣府 陈能场 周顺桂 赵学强 贾仲君 商建英 董志刚 韩春兰 

 曾希柏 薛巧云 檀满枝        

委员兼

秘书 
卢萍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质量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主任 梁玉婷          

副主任 王国梁 方利平 刘学军 李晓鹏 姚槐应 谭文峰     

委员 丁爽 王一明 王钢 王磊 仇美华 龙涛 卢艳丽 朱彪 刘满强 孙福军 

 李向楠 李汛 李保国 吴金水 宋佩佩 宋效东 宋静 张玉龙 张旭东 张宇亭 

 张芳 张金波 陆欣春 邵明安 赵振勇 段桂兰 徐建明 殷宪强 凌宁 高嵩涓 

 焦硕 蔡鹏 薛利红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工程工作委员会 

主任 董元华          

副主任 王修信 朱伟 李世清 张颖 郧文聚 商建英 梁文举    



委员 袁家富 王小治 王秋菊 王梦亮 叶茂 申国明 邢军武 刘杏梅 杜天玲 李书鹏 

 李伏生 李庆辉 李育超 李建华 吴克宁 吴洪生 何跃 邹洪涛 汪时机 沈文忠 

 张乃明 张久权 陈明 罗春晖 周静 赵留辉 高明 涂书新 程功弼 焦加国 

 薛生国 薛利红 戴军        

秘书 刘云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分析技术工作委员会 

主任 唐昊冶          

副主任 王旭 王军 冯有智 汪鹏       

委员 于洪文 马斌 王久荣 王如海 王颜红 王曦 冯兆忠 吕志江 刘五星 许建华 

 牟书勇 李玉林 李忠意 李烜桢 吴斌 张金波 张娴 张银萍 陈光登 陈瑞蕊 

 周虎 周燕 高伟达 葛源       

 

中国土壤学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委员会 

顾问 朱永官          

主任 王芳          

副主任 冯晓娟 李永涛 谷成        

委员 王飞 王钢 王莹莹 石振清 朱春梧 李刚 李向东 何艳 张颖 罗春玲 

 侯德义 贾仲君 梁超 彭新华 蒋建东 童美萍 蔡鹏 潘波   

委员兼

秘书 
王涛 王梓萌 

        

 

中国土壤学会氮素工作组 

主任 颜晓元          

副主任 巨晓棠 张金波         

委员 方运霆 兰婷 刘学军 吴电明 谷保静 沈健林 陈增明 周丰 周明华 周建斌 

 赵旭 胡春胜 秦树平 夏永秋 熊正琴      

委员兼

秘书 
单军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健康工作组 

主任 张俊伶          

副主任 田静 李荣 徐仁扣 韩晓增       

委员 王光州 王冲 韦中 韦革宏 左元梅 叶优良 田长彦 冯雄汉 任图生 刘玮 

 刘满强 阮云泽 吴东辉 吴良泉 吴金水 佟玉欣 沈其荣 张宇亭 张斌 张强 

 
范明生 郜红建 贾良良 徐明岗 高强 

诸葛玉

平 
葛体达 曾希柏 蔡立群 蔡红光 

 

中国土壤学会环境微塑料工作组 

学术顾

问 
李道季 曾永平 

        

主任 骆永明          

副主任 王菊英 孙承君 吴辰熙 季荣 施华宏 徐向荣 章海波 潘响亮   



委员 马旖旎 王江涛 邓义祥 安立会 许学伟 孙晓霞 李金惠 李景喜 吴嘉平 何德富 

 汪磊 宋昕 宋洋 张微微 周宁一 徐笠 彭进平 鲍恋君 滕应  

委员兼

秘书 
李秀华 涂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