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 级 

电  机   

吴炳希 钟金瓯 章孙开 李东富 张巧英 徐嘉甫 陈法善 杨乃忠 陈士德 孙繁堉 

袁经棠 徐德法 周一玲 李学炎 廖荣鑫 张北辰 项贻璋 徐鸿飞 费德身 汤惟信 

黄祖寅 吴金芳 宗子龙 姚铮嵘 陈文表 朱友良 李龙森 刘汝慧 孙葛英 孔令文 

梅振乾 陈菊凤 赵桂顺 陈瑞华 方建滨 孙定华 钟焕堂 金德烈 张信芳 张翠云 

应明明 李圣年 蔡士齐 王  干 应金芳 吴孝正 彭雪明 虞修忍 华满桂 王柏春 

杨文玉 葛美英 刘汉航 金民常 黄庆寿 谢康年 邬鹤龄 邱磷象 周安康 唐禹湘 

胡文浩 陶思雨 

 

电  器 

王宗锡 陈毓天 李应浩 陈长青 吕珍年 宋时凱 张立康 竺厥衫 楼幼木 夏年才 

倪祖彭 李月美 齐昌安 吴洁文 孔爱宝 周有为 张龙翔 张瑶廷 费炳铨 黄国强 

沈家浩 徐佩林 沈洪生 张宝康 江仍锡 李惠卿 郑珠奎 叶定治 于能裕 崔幼祥 

张景清 吴子寿 缪幼熙 倪仁权 茅天福 严秀勇 何瑞华 陈贤祥 王德福 崔功祥 

王良生 楼成国 范正炬 魏之馨 傅韦珍 陈季玩 蒋鉴棼 王元炳 尹锦泉 王自明 

许加泳 叶永根 钱松心 余剑青 李  豪 叶傅庆 胡廷东 卜家岐 俞俊华 周德良 

刘永明 傅信康 张友李 龚宜春 赵崇杰 邵慧娟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许  琴 费锦文 张继忠 吴复彦 楼琦龙 张宏景 李  浒 陆继璜 王忠福 倪元乾 

朱瑞冬 李华玉 许德荣 冯祥钧 陈法言 朱成先 徐正丽 张忠勇 平永江 严正法 

黄又山 王忠信 周怀理 王善台 王明芳 张齐清 王樟海 金华妹 蒋家城 徐振明 

戴风祥 徐国培 徐良桐 何志桥 魏文华 齐佩芳 江国丁 冯  君 裘毅民 杨珍珠 

孙柔则 万新梁 俞仲华 沈承武 沈世雷 钱源平 曹国俊 吴东海 陈  光 陈成满 

叶澄云 李盛叶 陆西明 陈坚木 洪朝阳 金竹声 翁  竞 黄均仁 龚建纲 张水金 

丁志华 董志云 王鸿喜 陈子彪 余月仙 陈中藩 林鹤琪 陈云甫 陈顺基 余其标 

陈宇辉 周大雅 袁国良 毛昭旸 潘继良 陶  鉴 龚家懋 于志远 俞泉永 丁吉祥 

王之佩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陈国华 戴莉莉 余洪冠 吴荣发 徐嘉隆 徐钟芳 郭子允 杨可权 蒋祖淼 邬谟威 

沈金安 周黔芬 文秀玲 施念曾 梁钟瑞 冯国稼 虞衍庆 陈松林 应振澍 许永康 

潘乃光 王文乾 程汉藩 黄金火 陶  灿 孙柏戌 马文波 陈绍淞 郑芳经 李加勉 

吴仁朋 季芽鹤 章日潮 陈淞毓 孙广材 黄幼珍 裘士毅 余潏渊 汪福森 沈敏璋 

汪树莉 宗瑞祥 钱少鸿 沈剑豪 郑玉琪 方德煜 沈  霖 姚敢劬 何其高 宗康长 

朱战文 李甫元 华明山 周金林 李小娟 马良波 陈文基 张子安 高玉水 范士青 

陈积权 叶昌达 鲁雄良 楼荣华 金茂康 沈  晔 梅兆丰 杨顺法 李凤仙 徐贵芳 

毛昭旸 

 

发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周庆云 陈祖庆 郑三连 徐国仿 赵兰大 单浩然 朱巨良 陈才秀 朱来富 卢法兴 

朱美香 吴亮康 朱建军 朱润泽 陈光芑 邱光涛 冯普涛 吴志雄 王伯增 王光水 

徐继业 范曼君 毛秀媛 王灵甫 傅中浩 何士明 黄肇莹 吴锡云 张绩清 陈秉惠 



郑金水 施明泳 白宝印 任宝灵 金重学 傅备铨 毛彪武 孙守中 梁燮荣 王毅彪 

李翊良 黄尚宽 凌保明 颜二妹 金元淇 郑定纲 缪森荣 徐美檀 蔡继鸣 吴贤权 

章德彪 王可大 曹欣玉 徐小琳 周用文 王士伟 张祖寿 叶文龙 王宗兴 彭玉芬 

李树勋 王嘉祺 庄加生 王淼婺 项志正 何广焕 林木松 邵彭年 赵宣成 翁乃仁 

周小谦 黄  勋 潘  金 林崇渭 王伟刚 王明珠 戴洪德 谢耀焜 徐英彪 陈炳荣 

蔡同章 陈渭来 王文元 陈玲棠 张厚耆 周慧芳 李义祥 徐肇杰 陈遇龙 王必庆 

张荣国 樊容民 马炳泉 胡金石 蔡希浩 彭福友 金显邦 姚永林 周庆兰 桑梓沧 

李会其 毛位才 张礼忠 周美珠 陈炳荣 

 

电缆与电器绝缘（转半导体器件与材料） 

吴相甫 罗爱珍 王文波 王祖良 凌启亮 华克坪 丁保岳 章其法 方月影 范庭灿 

袁圣宝 吴兰宝 何建华 冯安国 刘德荣 葛玉尧 祝富林 尤华生 王钰明 虞承端 

钟维墉 何金铃 吕九红 朱金富 余玉良 李国江 李寿林 张鸿声 陈荣玲 杜瑞梅 

姚震宇 

 

半导体器件与材料（从自动远动和化学系转入专业） 

何吉标 谢黄海 程瑞华 应志君 杨爱曾 徐长林 陈瑞胜 顾启中 陈楚材 孙志金 

陆明惠 吴祥生 陈水林 张培江 陈明永 陈友德 周娟老 

 

电真空器件 

欧阳明 卢保金 叶生发 董文炳 曹文彬 李青土 胡瑛骅 金永高 朱玲玲 孙土水 

杜涛恒 钱宗华 周美珠 芦秀礼 曹文涛 黄松生 胡光德 徐曾昭 叶宝经 林汝泳 

陈章华 袁金炉 陈鹤芳 余德根 夏连生 赵世昌 方锡坤 张必浪 阮长荣 金德林 

方豪法 谢修才 涂华熊 应绍东 周明顺 吴存真 虞照梅 周其明 吴振声 戴春泉 

邵观荣 俞培坤 陆吉良 陈玉云 倪志沈 陈其芳 程瑞生 陈文樵 徐家荣 韩肇木 

潘海立 蔡信财 徐正卜 李孟达 张焕全 胡崇良 周荣楣 徐云玉 刘春生 郑家清 

向延修 宋子熊 沈一鸣 何志成 宗美宝 

 

无线电电子学 

建佩珏 黄德沅 周世章 张永林 祁世荣 沈奎保 李庆良 郑福林 章宏劭 翁兴旺 

毕镐钊 陆振华 毛福康 王忠椿 孔伯焕 俞家槐 丁渭生 王昆炘 虞菊英 沈品文 

来云基 徐文光 赵昭诚 徐志法 白希诗 傅慧英 孙炳顺 王根土 张小春 袁义良 

方云土 胡以镛 邢湘珍 李静芳 洪仁本 吕国富 倪缪权 沈晓华 黄大明 周继东 

金瑞富 楼吉明 徐启昌 吴常咏 金兆华 吴翼振 鲍咸能 顾如洲 夏高兴 马铁峰 

陈龙骏 朱育文 刘有根 叶锡昇 蒋荣根 朱作正 胡新田 严立华 李德义 傅冠龙 

沈玉琴 房英琴 范孝铨 冯炳荣 魏毓华 沈甫培 朱郑民 穆锡麟 周章龙 曾沄连 

林岳仙 郑岳标 赵裕永 水启彭  徐启敏 李庆德 林富贵 倪章信 沈尧根 谈志宏 

宋炳泉 竺忠水 吴兴有 王植鑫 夏志宏 刘春祥 沈士英 缪世超 柳  庄 陈大龙 

 

自动及远动 

张忠义 郑镇龙 肖学贵 胡定美 刘义生 汪以靖 韩永安 潘玉坚 胡宝灿 钱格非 

施胜东 沈树人 刘家馨 陆成德 洪浩然 虞健民 色加瞿 李淑珍 张玉祥 柳文刚 

徐同水 张水淼 俞樟民 冯汉葵 卢纯瑞 金绍利 方根汝 张悦琴 沈锡范 虞秀娟 

邢玉璋 钱玉琴 陈沿许 任继清 龚仙贵 周素珍 张志林 周生良 赵涨荣 陆友琴 



范国梭 于书来 徐立铣 黄可芝 沈剑平 蒋樟杨 徐建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