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 级 

电  机     

周胜敏 钟长海 王桂林 周冠豪 庄生生 张家国 王忠清 钱庆镳 陈宗伟 周  健 

张孟忠 俞炘然 瞿建丰 李荣新 赵德祥 吴炳强 王成玖 刘汝慧 龚人俊 任忠仁 

吴益山 张熙咏 陈平生 刘惠芳 魏美玲 吴德珠 黄济群 蒋明熊 周金城 顾竺耀 

徐志华 戴宏德 吴一华 苏锡祥 温肇贤 朱  伟 梅振乾 俞卓峰 汤宗武 程定国 

周锡昌 陈宝奎 王志雄 朱祖鑫 张惠民 李龙森 王道禄 杨文玉 瞿为仪 汪慧静 

杨家琪 勇荷娣 边平才 王素珍 陈良元 王炎炽 冯振松 张怀宏 徐宝珑 陈  敏 

薛  理 

 

电  器   

毛嘉龙 史国丰 罗永树 杜锡南 李胜川 汤万盛 方炳尧 王世根 梁顺林 徐  蛟 

谢国良 陈培国 官文永 王凯年 王松樵 孙景武 陈奇南 林凯元 王永林 方金法 

周东平 蔡德福 张开仁 王秀英 王阿红 周慧敏 邬巧云 翁企珍 林德康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冒国权 王孟龙 叶孙宏 缪  栋 朱瑞平 刘寿农 周国钧 郝名珣 周春耕 余润身 

陈树勋 胡德生 李旦生 周曾灿 董向贤 徐瑞德 董阳曙 凌逸亭 霍祝寿 李  林 

张炳坤 任波力 高宝华 成勤珍 王珠芳 吴月星 陈  毓 乐俊人 吕克明 汪柏棠 

陈信章 陆明明 孙友琴 罗佩芳 叶瑞英 董水英 胡鹤生 陶志卿 廖焕然 昌金铭 

杨新村 沈  阳 杨瑞龙 邹国荣 杨增凡 费  翩 江家林 韩  岳 张文奎 刘  晨 

史伟国 唐飞顺 徐天齐 蒋志敏 张永年 陈国强 汪长松 朱金凤 蔡  新 卢秉常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申  璐 冯培悌 陈韵琴 邵慧娟 俞琳芬 益宝清 张宝余 秦金良 郭豫周 傅锡藩 

宋理达 吴正怀 詹培培 胡仰焘 邓学成 李培基 金  韬 徐沛霖 单济斌 王裕生 

郁朝农 项启欣 陈吉庆 鲍哲康 黄建武 王柏灿 陈丙求 于胜麒 郑梅龙 王小水 

陈宗义 方于正 周志高 陆再兴 丁杰人 邢文享 罗志祥 秦裕发 庄启庭 王世宁 

徐纪荣 王咏涛 顾宝康 徐英广 周师琮 顾锦源 钱炳初 吴金富 沈友根 王丽君 

李定伟 陈珊来 钱幼娟 张莲凤 袁福英 楼其荣 黄嘉信 李兴平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洪卓谦 王佩莉 杨芸青 徐宝勋 陈志伟 戴国峰 乐嘉华 谷在鑫 刘生明 汤德仁 

谢必寿 陈关龙 蔡水潮 钟文范 詹新泉 叶立旦 张茂新 王金喜 寿仕俊 周佳相 

胡宝忠 沈功逸 项金水 李银卓 戴富安 王金昌 俞安煌 徐正林 阮孟禄 陈亦权 

王志动 胡忠利 沙永康 袁蓉清 张宗珍 魏荣荣 童彩娟 果家团 虞麟鹤 傅克动 

宋加宝 张毓麟 施定中 吴振麟 杨宏道 须仲新 王楠坚 王新龙 吴九伟 张树润 

朱杏卿 徐  刚 陈山水 陈光远 杨菊春 杨象忠 黄克斌 徐善耕 谢树猷 俞松棋 

顾维尧 蒋永华 沈家民 姜兴洪 杨成龙 卢正平 储钟欢 吴蓉蓉 张惠琴 江根妙 

徐康彪 娄贤胜 金保夏 张新根 邬川扬 胡新法 丁金生 房民生 谈宗豪 黄国权 

李忠彭 赵中心 周兆庆 陈樟钧 陈福忠 朱大宽 桑文元 丁文昌 许才发 何国民 

顾智鹏 吴斯苍 陈如虎 陈志山 蔡沛震 卢颐凑 张国民 沈水香 顾志卿 蔡子明 

周星楼 

 



无线电电子学 

郑恒井 许金章 邵忠范 华兴祈 赵澄谋 忻贤民 韩志良 江清如 顾沛寅 金以海 

杨永昌 崔益茂 朱德虎 顾伟康 王明德 林登济 陈世杰 汪  鹏 储水滨 姜渭和 

泡立明 王  玉 郭躬旭 李德成 胡学成 何素贞 何舜君 张丽曼 沈言明 徐雪林 

赵亦生 谢伩龙 林文权 费仁兴 郭裕君 陈金城 朱小富 陈圣香 韩伩枝 陆耐寒 

沈志清 陈关德 吴振文 黄奕对 甘国荣 王思礼 章汝沅 范  敏 赵明友 陈达睦 

蒋永山 俞长荣 潘德宗 王荣标 何国柱 王兰珍 徐时菊 沈瑞珠 程惠珍 徐金梅 

单克勤 潘敖忠 杨菊生 胡荣华 刘永铭 冯俊龙 张金海 张龙彬 顾震亚 张业和 

施云德 丁先国 方权耀 孙丽生 于良寿 许松宝 崔勇才 林贵宝 钟国钧 沈大有 

潘新康 舒岳钦 龚吉鑫 徐麟生 沈明仙 胡素娟 江庭芳 徐婵娟 朱明璋 

 

电真空器件 

傅金才 胡韦新 张振贵 火树潘 徐静涛 林国古 王善福 孙万根 胡文豪 彭  荣 

王建新 王宝发 何添水 金玉堂 徐则园 强茂春 金云龙 俞书乐 尤田钟 秦龙德 

李文相 左人镶 赖起楠 宫雅良 马玲娣 邵石华 李明瑾 蔡园明 胡秀仪 

 

电缆与电器绝缘（转半导体器件与材料） 

杨继龙 莫大康 李广根 杨润生 江家煌 路民锋 柴常达 黄长根 朱  霖 李德明 

邹斯洵 李文焕 徐丽生 程义凯 王戎瑞 焦玉芳 钱如珍 陈蓉娟 陈继惠 沈流芳 

荣金辉 

 

从化学系等转入“半导体器件与材料” 

陈惠民 王烈强 徐理家 戴玲华 宋湘云 周彩芳 王岳泉 郑洪奎 张幼萍 芮明星 

李松龙 杨文龙 陈焕章 邹以文 

 

电缆与电器绝缘 

汤德皋 肖廷华 邬子文 董炳权 郑经耀 袁关福 金潮海 胡大侠 

 

仪  表 

徐惠康 黄长发 谢登铭 孙根芳 沈芳华 陆其佳 李耀文 刘奎禀 陈发根 吴增源 

柯正本 田慧兔 张加镇 陈衣舫 倪金镇 王金宝 钟焯星 陈全富 汪祖华 张福娣 

钱乙君 冯  洁 于景娥 杨才华 李斯本 颜卡顺 姚荣庆 毛恭维 杨品炎 冯文华 

张伟达 骆清山 瞿克强 滕国湘 周定金 施文根 蒋坤华 邵经兹 陈泉林 康荣发 

俞德炎 邬于浩 范崇淦 忻旅明 葛庆松 杨荷珍 姚佩珍 荣维勤 周定霞 茹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