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 级 

电  机   

施巨兴 白同平 林恩东 吴秀文 顾  红 陈岳先 陈鹤皋 陈坚明 郭炬梵 斯培灿 

吴德志 龚红元 步锡荣 陆斐章 何建英 蔡金福 金  阳 王  宇 徐  军 周士宣 

楼龙腾 朱晓岑 姜  海 孔庆成 胡德源 姚桂钧 申新生 胡嗣炯 盛吉生 张昌伟 

徐步新 李昌淼 杜尚岳 郑绥新 刘学用 陈立志 倪永兴 阮乐平 叶黄忠 王志伟 

宋浣红 杜新生 王大森 李化龙 徐春生 陈礼生 裘良华 谢开炎 王友义 於光裕 

杨廷端 马德宽 李文林 施智国 陆宝书 贾荣华 范本孝 王小宝 金魏智 王晓依 

张许法 应正言 朱福林 倪东来 虞振华 潘渭生 谢仁奎 董宁国 吴思齐 姚义硕 

徐天才 陆廷虎 车广园 沈建初 胡寿民 周学楚 陈扶华 杨兆平 康小强 韩立权 

俞小平 季肖达 宋天健 李培芳 陈鸿傅 付渭水 余金龙 朱  琳 王培兰 毕慕君 

陈  准 胡文新 李国治 李诩德 邵虎生 邵瑞涛 王文琳 王  展 魏国安 徐  涛 

张  凯 朱浣红 朱天健 

 

电  器   

何孙印 陆金卿 黄如炜 周丽罕 林  德 吴伯藩 周雅娥 陈维静 潘瑶瑶 郑达胜 

李咪清 杨芳钧 杨庆琳 林元荣 李吕顺 张华仁 郑志海 周剑虹 陈孝顺 蔡润弟 

金荣贵 张耀明 方天童 黄伯雄 屠光源 张荣林 潘日安 马明士 范瑞逢 黄廷华 

陈宝兰 郑达胜 葛文珍 卢贵宣 王  玲 吴燮华 徐友生 张福元 黄树炜 朱志华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程士文 戴关究 陈  达 章扬明 鲍先府 王文六 陈雪琴 徐惠坤 董春华 曹月嫦 

姚庆熙 朱月凉 俞冲夫 宋崇和 陆  宾 周子正 陈东白 黄本坚 陈必魁 冯柏稿 

李隆华 刘昌俊 岑  朗 胡永松 郭金鳌 彭学威 翁立元 冯荣国 江  达 蔡鸿律 

邬润江 严大吉 傅松林 范发益 王士川 戴旭达 马志达 徐理芳 程华凤 沈曙芸 

阮崇友 郑光礼 汤铭潭 陆树森 周兆运 王根玉 吴永良 何南强 沈悦杨 经贯中 

庄表达 郭铁民 任森观 周宁垦 姜德明 高  均 蒋碎云 方大千 刘勤武 贝幼华 

向中华 徐奎中 严  华 严士才 余  力 曾月嫦 郑普松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王炳荣 王高麟 曹存康 石振善 王仙友 宋志善 陈  真 吴志瑞 王小珍 朱丹梧 

陈洪春 金贤满 周献光 金一丞 陈寿全 许立强 徐庚生 郑立中 张友厚 尤美志 

朱孝田 郑恒杰 刘光汉 王金荣 李日清 金耀昌 陈景祥 王国水 何越江 侯义昌 

陈京强 徐玉华 张玉姣 陈光辉 李国华 秦亨原 许秀明 沈可鹏 蒋瑞兴 陈志超 

金晓云 朱文明 蔡卓然 林炳云 王振岳 胡昌载 冯其森 王银采 斯正华 马利恩 

陈  洪 张再钿 莫世忠 张伯纲 林普连 吴  全 王锡良 范瑶庭 干菊仙 包坚毅 

黄定宇 王安定 陈奇勲 王大卫 张九如 周鉴闻 徐金根 孟常冰 潘万嵩 傅汉云 

吴为麟 郑  沂 余一平 张泳秋 陈自然  陈列明 陈  晔 陈永河 陈祖安 董西娜 

李哲敏 金  葵 林日文 梅宝泉 沈  瑛  王乐樵 王学斌 吴美仙 谢纪明 杨  亮 

余绍海 张国祯 钟有法 周诞康  

 

热能动力装置 

赵永根 骆信君 江根生 樊志刚 洪积渝 王天荣 丁德拾（丁云） 陈积民  金  平 

施美玲（施磊）  胡根兴  钱景风 谷传纲  朱尚刚  胡祖范  张屯胜  汤汉庭  石世锠 



李顺汀  施方桂  于则徐  陆介章  干丕华  朱光伟  朱长华  卢敦谅 谢承隆  盛胜雄 

宋涟圭  任有中  吴乐生  郑家侯（郑民牛）  朱子金  胡然然  陈德滋  张吉昌  王文珍 

徐鑫权  王元儿（王依群） 周顺孝（周晨晓） 汪昔奇  许立德  黄渭雅  方擎天  俞尧杰 

童荣林  陶文镛  杨承懋  吴美禄   冯振民   江俊石（江晓）  丰晋源  吕国强  倪滇生 

诸鹤榕  孔水源  胡乐天  胡德成   吕茂大  倪根尧  涂圣银  王信良  吴顺花  吴贤俊 

许剑秋  叶菊女  张志芳  郑铜芳   钟永珠  顾逸萍  虞德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