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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与电器 

杨文瑜 荣正正 郑令德 李珍惠 赵玉麟 恽  馥 徐友卿 李莎莉 顾丽芳 张为慧 

沈云勤 毋立利 陆慧君 何慧若 王永珠 顾秀宁 王廷珍 杨振华 金  临 陈  熙 

周伟心 王  南 杨学静 薛谋和 王开端 汤焱良 张炜民 朱文伟 顾传昌 夏惠民 

吴延衡 梅启玮 张志同 苏肇湉 孙宗希 卢成荣 钱梓弘 史元坤 卢少甫 张学石 

施咸林 陆飞标 孙延春 丁国庠 李德进 曲培斌 吴守坤 吴铸宇 王载祺 颜威利 

史孝成 施汉文 郑思浩 曹荣环 盛福厚 刘幼藩 李百威 朱世宽 姚惠诚 荆民苏 

李维禄 邱秀峰 黄育敏 吕永祥 王畏之 席德舜 石兆和 赵令平 谢邦彦 高越兴 

徐树中 冯维贤 邵银旭 王家达 崔  愚 何森岗 徐国基 顾兆磷 张鸿泰 史为元 

闵绍祺 王鼎沅 包德炜 虞松友 杨宝璋 丁立德 赵文厚 龚应彬 吴其红 夏美德 

郑炳辉 余建华 宋大为 黄瑞燮 周金荣 王家梁 林兆心 吴宗孚 郭永健 丁明照 

林炳对 郑昇训 刘秉均 郑德腾 吴隆延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项慧群 郑祖德 邱景安 蔡荣芳 曹乐观 姚愉芳 王  强 袁文治 陆谟刚 樊孟华 

陆富年 张炎华 杨国兴 陈  俪 潘启信 林明媛 陈元丽 葛维恒 郑德观 方飞侠 

张亚琴 范惠庆 顾为善 樊祥荣 宋  森 邱裕坤 井文渊 张学贵 章嗣象 沈洪年 

陈志在 汤国彦 项文斓 何玉书 葛锦生 万国钧 肖其昌 顾涌谷 周静益 袁家琪 

张金观 孙瑞璋 夏道志 任致中 周南星 吴景峰 胡庆富 刘仿忠 刘中原 赵秀兰 

王思济 王加泰 王继华 李孟春 黄炳华 邱东升 严秀莉 张顷辉 杨  琏 王登恕 

 

工业企业电气化   

沈蓉华 舒美英 史济仁 陈德俭 何善赓 李淑和 马桃英 任志成 殷锡章 刘同济 

张启运 张宏生 杨嗣芳 张民立 陈乃明 万四维 孙民强 钱大奎 杨镇宁 于绍镛 

盛善求 周宝康 康秀娟 徐一元 徐金汉 李恬鉴 彭如年 韩  佩 华人淑 吴  奕 

罗  慈 金长钴 孔德塽 杨保国 钱大治 胡亚东 张琴秀 陶心正 钟展清 冯垛生 

靳明伦 王  谟 曹根市 卢季成 李诚森 蒋静坪 邓延霞 丁喜乐 钱秀森 朱绍祥 

陈百平 项国波 郑碧成 陈清国 陈滨池 黄家英 韩  孟 郑金流 邵耀华 张国桢 

 

无线电技术 

曹琴华 赵德新 郑加芳 汪诗才 周肇基 何振华 杜鸿图 刘润生 戴玉琳 徐建平 

黄锡泉 叶秀清 

 

电机专修科    

周修凤 高培珠 朱宝鑫 李雀屏 韩撷菱 金竹表 成  焆 卫丽徵 周章宝 贝震育 

饶漱芬 陈闺春 陈碧秀 郦建功 朱鸣皋 朱佳奎 关树华 陈大卫 陶海宝 吴庭栋 

傅金淞 沈怀永 项志法 袁文骉 徐修仁 屠明德 严炳伟 金水照 诸伟中 尹庭良 

屠涵海 曹士杰 孙西骅 张长春 张鹤堂 朱坤南 陈永龄 姚  适 张文定 徐荣耀 

钱德清 濮  槺 王志恭 黄仕弢 赵可铮 王  虬 康瑞琪 赵德民 倪受浪 李质琳 

戴书芳 林明尧 林子达 余新民 刘戊已 叶锦堆 林曙清 孙寿彭 郭於立 薛章天 

武家幸 裴  缘 何学濯 阮世雄 阮平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