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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李德雄 韩林 张灯 崔荣明 樊珊 郭辉 胡晓辉 江泓 李敏 刘坡 
任飞斌 施松阳 孙志明 夏军 谢海洋 徐智渊 杨海东 余龙理 曾成纲  赵冠军 
赵晓勇 周海波 王敏 赵毅萍 陈翾 陈丽君 陈溪铃 方沛昱 高伟    顾敦 
郝志杰 简化军 柳鹏 陆宏亮 沈育栋 唐涛 王博 王岗 吴伟    周利强 
朱宁    朱日成 陈肖涵 李晓玲 林颖 梅雪 陈云 冯亚坦 何成章  胡奇锋 
华强 黄锡斌 况骄庭 李月青 刘国平 王琦 王卿宇 魏明辉 吴巍    章剑锋 
章鑫杰 张大庆 崔玉 吴复霞 丁练 郭晓明 何益伟 黄勃 黄锦华  姜劲 
王华建 王利伟 王学锋 魏琳琳 吴俊 吴威 徐奇锋 应开怀 张鹏飞  赵宇飞 
钟磊 邝昭元 朱燕 富亚洲 蒋献伟 李一泉 林士勇 毛兴云 聂峥    彭永东 
王灿 王学强 谢海明 徐楠 杨卫星 殷宇强 尹航 张伟 张敏健  张雪松 
周广睿 朱海兵 崔铁骊 杜东青 方斌 龚建锋 顾伟 何海生 刘涵    刘翀 
陆城 盛淼 唐明 田浩 邢一平 徐德锋 虞龙 张杨 闫岸涛  江盛树 
 
工业自动化 

于琦 王莉 韦丹梅 吴越 张尕琳 卞阳 蔡国双 陈必龙 董波 冯建良 
郭昕 胡鹏飞 季瑞松 林群 林翀云 刘锴 任沁源 沈坚 石宏宇 汪律 
韦竞学 肖翔 徐剑 杨建 袁小龙 张磊 赵祎 周彦伟 朱斌 瞿跃忠 
黎少荷 刘快 张建英 曹华寅 钞海洋 陈伟 陈华杰 杜淑峰 胡锦 李焱 
李振莘 梁松 梁亚霖 刘亚冰 彭勇刚 阮洪富 邵之奇 沈彬 沈泳 沈海江 
王华 王翔 王长军 王瀚漓 魏煜 吴有 杨经伟 杨仲琦 应绍栋 张锐 
张洧 张军锋 钟科 周翔 周成超 应晓蕊 单鸿亮 黄剑航 汪宇星 王加成 
许国平 张建明 徐斐 陈强 戈挺克 王海波  裘君 
 
应用电子技术 

凌霄 王丰 白利军 戴焱学 范洪锋 郝鹏鹏 黄斌学 矫成学 王云峰 杨磊 
俞俊 张晓松 赵青 何仙娥 孔晖 曹源 姜勇 蒋先锋 李志江 柳树 
石亮 苏行 汪冬君 谢瑞 徐林忠 徐迎春 杨少东 朱剑锋 奚剑雄 陈华锋 
范坚坚 李君令 刘翔 吕梁锋 沈乐 孙咏 唐凯 王洪铭 魏利锋 吴地金 
熊军 阳岳丰 郑赛军 朱家宇 邝建超 李桦 杨心怡 潘国振 唐翔 王超 
王利民 王志东 徐小品 杨志辉 姚刚 姚远 叶剑利 郑立波 周骏 周小爽 
朱登成 李星 杨垠丹 周珂 蔡宇东 陈震慧 董明宇 傅玥 李逾晖 林浩连 
王子佳 夏凌辉 项晓波 杨成林 应葑蔚 周根富 柳莺 杨怡迪 周子颖 安静锋 
陈向荣 花浩宇 焦德智 孔庆刚 孔志强 李琪 陆雪锋 潘靖 沈伟 宋建忠 
王仁波 张龙 赵军 朱志杰 李伟 文威 钟媛媛  徐勇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