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 级 

电机与电器 

庄  荣 印国忠 苏丽英 李梅兰 朱文娥 丁志刚 张宝昌 吕皓云 钱作民 潘久龄 

吴勇兴 胡家鎏 张绍如 邱培基 魏仲英 过志航 严来德 郑连功 陈联金 冯英俊 

王象耕 郑树森 齐颂扬 徐秉常 童乃文 程守熙 金计环 徐正华 吴瑞钦 张国屏 

吴汉光 吴馥馨 董锦豫 闵文仙 王庸松 吴于基 朱学祥 俞福昌 王文琦 董怀德 

范德玮 张世良 禹怡生 范立刚 林聿和 杨奇逊 穆鼎源 韩关松 王丕治 李金木 

李永贤 朱锦荣 李振华 戴文琪 吴兆麟 钱  础 孙良俊 叶寿年 黄正中 汪健萍 

张晓云 唐逸君 戴路得 鲁荣秀 叶挺秀 张永源 孔繁植 陈振孟 徐希哲 仲伟功 

叶受读 姜文波 姚源金 彭启麟 蒋贻淦 王隆钧 张德发 沈稚厥 刘永中 陈光明 

吴开隆 姜亭生 庄镇泉 邓永添 仇仪杰 王远元 吴家怀 潘一因 叶油铭 郑木龙 

胡  雍 黄超群 贾钦衔 杨美伦 陈瑞涛 潘  敦 刘宝义 朱人琥 刘承榆 范德彪 

陈钰清 张  利 徐根兴 许冀忠 卓铁军 宋连樟 王公昊 冯鉴生 夏仁霖 武  泰 

许祖安 费开明 周林保 梁昌宸 黄铭锵 吴树模 王汉全 蒋利清 钱忠良 苏云程 

蔡  璧 严琍琍 唐吉凤 侯宗粹 张达明 叶昌国 张振杰 周永丰 张伟臣 祁念祖 

史伯奋 倪汉昌 李德葆 钱克猷 陈乃明 刘绍周 徐高棋 沈  治 曹友发 唐树人 

杨成林 李延昌 萨支堉 陈水泉 张柏熊 张遵达 林济生 沈振华 杨长浩  寒  松 

林文杰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陈  静 张玉琴 张  翎 陈丽蟾 胡时英 陈曾济 吴国膺 朱良成 黄通元 吴积芳 

张国权 左大金 严拱标 梁作新 朱锦云 郑世镳 许绍华 吴迪如 吴云深 侯世狄 

吕良辉 邓  森 孙凤山 赵和钿 虞财兴 徐君慧 陈  霂 叶绍华 张泰雄 黄恭宽 

程以南 冯逸芬 姚云霞 杨翠柳 仇树富 孙广礼 张振华 江永龙 陆庭恕 李  镛 

王心丹 李松令 陶杏兴 奚志勇 张茂祥 俞原估 周克昌 汪荣源 周继中 沈  理 

钟仕补 王中土 姚  侃 董锦生 任  震 盛  德 骆志伟 敖定枝 尤德禾 黄启文 

禹如彬 吴  柯 陈惠君 施雅琴 何  平 岑文耀 何礼洵 沈德基 卢宗臣 周嘉森 

王耀荣 陈鸿喜 阮四季 黄风高 张国光 林敦玉 丁世昌 徐云祥 陈志蕊 冯祁善 

宋友良 唐光海 戴贵棠 关景鸿 孙国桢 胡国良 金德明 林  茵 王声培 侯祥伍 

林慧强 潘启东 徐启慧 顾颂谷 岑文耀 范惠庆 裘涤朦 

 

工业企业电气化   

郑灿生 沈明珠 姜联璧 洪曼丽 林祖英 郑元耀 林日中 成肇基 叶炳祥 葛文松 

李致平 谢民川 符国均 盖成才 陈存椿 王守仁 蔡文良 陈天戈 容实才 陶瑞星 

王金奎 杨锡成 程家培 莫正康 王国泰 魏佑元 周茂武 钟克齐 朱家懋 李鼎茂 

王福仁 曾心洁 吴秋芳 虞瑞琴 章淑泳 冯兰馥 林永森 李荣森 宋宝佛 成香贻 

朱皆铨 余仲宣 顾菽青 林梅国 吴忠禧 刘守本 黄余楹 宓配耀 蒋仲华 傅光浩 

姚凤章 王正昌 郭金亮 周正清 李锦秀 王运生 郑灿森 陆国华 程志昌 俞端仪 

吴庆祺 潘芬宜 章崇善 周宝庆 何安民 林思勉 陈大有 蔡振鑫 王尔炎 王大森 

曹炳忠 林日俊 张承权 王桂祥 李贤章 周敬康 吴国梁 林文傑 陈光路 温诗润 

陈国民 吴烈兴 陈洪岱 唐伟成 朱汉康 俞灿标 陈耀华 胡杏珍 林国瑞 笪尉华 

周祺玉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叶树珍 董美怡 胡美丽 陈朱鹏 杨知时 周  剑 康景韩 吴德诚 陈白才 陈希峰 

鲍善陵 刘培华 洪晓田 姚常经 陈道椿 陈咏文 王中锋 陈树铭 汝保水 吕振民 

朱惠林 陈锦第 金志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