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 级 

电  机   

陈  龙 祝招财 袁奕英 王勤选 戴德法 徐锡麟 胡光豪 朱荣珊 华盛瑚 王惠韶 

赵久康 赵仲锦 方炳青 朱文舟 李士民 孙百庆 刘志孝 赵正中 胡正康 马希文 

洪银林 张建义 陈立祥 陈世汉 陈尚忠 舒悌翔 谢宗定 熊成伟 王声炎 王国洪 

王国祥 王金泰 戴选富 朱炎孝 朱衍安 孙华荣 沈火森 徐孝明 邵  忠 陆上屯 

胡天永 胡学坡 周文龙 张国忱 张祥荣 张志赓 吴德林 计宗燮 姚友根 曹光明 

费光裕 程九辛 张翠英 徐冠群 阮琏书 姜德清 徐  虎 童吾洲 李养文 钟益林 

陈关墡 戚炳富 陈道莹 周华泽 邱世钟 陈吾良 陈道才 胡永根 邵顺新 徐裕项 

程裕文 马廷弼 周方明 吴坚烈 王大麟 谢中奎 马新民 雷英万 陈豪芳 陈妹兰 

张玉凤 贺兰芬 周桂娣 杨伟民 吴鹏彬 陈兰芳 孙汝惠 应善成 徐荣治 朱庆有 

陈永华 周文祥 张国民 欧阳明 叶东泉 郑光照 李庆相 周昌实 包士省 

 

电  器 

孟子玉 朱亚雄 王乃瑛 董家业 周达三 何锦康 马功恩 罗家营 葛诗慧 王成多 

邵善银 王国球 叶国光 赵森贵 施德金 方志根 孔凡仓 牟佳琴 徐宽裕 李顺祥 

孙文寿 吴德贵 毕延芳 钱关锦 章定邦 顾祖全 赵国惕 陈理伙 何庆余 饶种儿 

章南翔 方永志 陈香妹 胡秋玲 谢世杰 黄礼邻 裘仲虎 钱臻贤 于惠清 杨丽青 

顾丕骅 胡定寿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叶了富 邓美龄 厉朝龙 应巧娜 陈金生 黄克诚 江传桂 陈兴辰 王普松 江如嵩 

刘忠友 胡振华 郑明水 梁章英 樊志渔 陈桂福 陈世德 许继安 郑为德 陈兰香 

黄雨祝 殳维贤 魏跃卿 施幼华 陈章禄 金立桢 李德年 林樟俊 章鸿基 王金华 

陈忠德 王季芳 徐  凤 施月芳 张莉珍 舒悌荣 邱再兴 周炳炎 朱景康 费仁寿 

蔡孝贞 张水金 金竹声 陆明明 周春耕 余月仙 周大雅 陈新福 练坚木 贝秀德 

方培兴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李启唐 邬宣德 赵汝海 孙宝清 周才富 汪良珍 毛仙琴 郭炎兰 张芝美 王财钿 

黄文忠 潘爱华 叶圣铎 金凤娟 马福根 陈家贞 吕培汀 俞松尧 朱忠民 缪培度 

陶志良 王福康 余玉萍 嵇锡荣 胡信良 方济民 孙名海 叶俊庭 陈宇峰 吕可法 

王志忠 赵志周 董绍棉 钟惠金 邬奋之 夏法华 吴德芳 沈维斌 向贵荣 刘新友 

朱光华 慎国良 郑正平 谭岳富 方竹荣 陈德耀 王乃龙 林冬青 吴阿木 田新达 

郑锦福 

 

热能动力装置 

俞国勋 沈慰荣 吴永根 易国绍 郭建亮 徐正荣 吴文耀 朱昌法 沈良森 王孝初 

朱美英 史翠琴 张宏度 吴京誌 吴家兰 李式会 施伯东 周礼正 倪景禄 叶志来 

郑慧莲 王珠莲 张祖铨 宣国泰 庄伟表 曹源泉 吴顺义 黄再强 余金香 马梅玲 

周福妹 陈志南 施震龙 金关福 王玉屏 任浩仁 周生明 陈绍光 钱文彩 陈祖茂 

汤如真 朱仕富 包爱君 赵葆德 童  蕾 唐万富 王永章 张序巡 徐锡生 曾震雷 

田曼虹 李韶丽 严贤隆 卢幼如 冯蔡清 高仙珍 缪进宏 吴闰生 钱有金 阎受定 

章成土 孙永跃 王永健 丁洪达 朱涵信 许征强 唐孝娣 姜永弟 朱克莉 马顺通 



何水仙 潘准法 华振新 陈裕基 张剑华 赵依良 王祯钟 冯幼志 沈在明 王  雄 

赵华信 崔小涛 吴荣耀 陈岁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