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 级 

电机与电器 

俞宏法 王苗全 汤卫林 潘克富 方甫忠 徐人杰 马立人 俞孟才 袁之懋 谢藻文 

丁菊英 滕定英 马千里 李金宝 谢伯毅 吴如松 金路达 王伯隆 龚  琦 潘纪元 

周先德 王国祥 吴国庆 吴三玉 许永祥 李德元 黄祖范 王胜东 周学平 沈世正 

方学友 王以泉 童群纶 马方春 卢福喜 黄庆明 崔茂渝 褚  江 陈仁舒 周信忠 

俞志华 王水兰 方嘉容 黄绍敏 周朱昌 陈成法 蒋时昕 杜尚之 储出书 陈炎康 

庄至公 毛邑平 颜陈云 曹庆全 尹端玉 梁  唐 郭春时 李邦秀 俞钟雄 周贵华 

丁式权 吴长淮 陈华松 金尧贵 叶万仁 章礼传 许志华 王金有 魏天受 王新生 

施致中 陈春生 凌  珉 徐雪英 沈玉娟 丁友康 邱季生 柳新连 陈达希 马志源 

章祁初 郑禄训 程绍清 费  宽 贾贵甫 姜安南 王振林 严水根 程培新 傅安如 

应明耕 孔忠骥 张愚山 管适靖 周钱甫 方  翔 何建英 俞钟荣 张明毫 张中达 

金魏智 包昌洪 卢秀乐 梁  唐 章礼传 林元荣 卢文舸 叶和忠 王元喆 张凭山 

应正言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 

王恭义 吴福镔 方钜祥 高炯华 陈礼安 任志春 张镇国 胡子川 韦品潭 姚永丁 

汪巧生 严洪德 鲁召成 姚国强 方民强 黄超毅 唐盛之 许云华 陈希观 郑加才 

施杰锋 竺宝富 沈和言 阮先创 何忠桂 王明星 卢金如 周庭龙 濮显娜 史美珍 

章慧娟 屠荣华 徐金根 许南云 程建平 周成康 董庭甫 李洛鑫 项志立 罗国俊 

王福友 戴松涛 颜一谦 潘久经 张华忠 蔡同光 黄元胜 胡家骁 张奕模 朱胜年 

施世贵 郑孝成 叶胜东 郎鲁焕 马益民 王武樵 郭锦祥 周云蓬 竺珊珠 邵巧云 

高德庆 郎文晖 潘云洲 沈悦阳 汤明潭 章  涛 胡庆生 

 

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 

乐俊德 吴汝善 李巺勇 郁国樑 朱献和 孔繁裕 李振泉 顾玲珑 陈崇立 刘蓉娟 

周涎蓉 厉加友 吕惠中 王莉萍 贺一平 应文灿 厉银桥 李凯平 王文富 吴树华 

詹芳惠 马鸿逵 钱铜铃 刘亚天 黄洵伟 方甫卿 何胜云 徐  同 吕树炎 孙国强 

丁夏初 卢庆新 高德法 周水爱 徐毛人 丁炎庆 卢小龙 舒法灿 陈赧方 陈金国 

蒋英法 龚谦龙 王奕超 冯碎梅 韩慧珠 任素珍 吴茂龙 王继祥 李国平 严朗朗 

吴伟理 汪乐宇 张国正 夏湘君 潘子范 王仲健 夏献长 方明统 杨赤蒙 王正茂 

章百承 蔡卓然 陈思群 方  斌 方向民 冯道远 傅汉云 孔学军 马  骏 施中华 

王利平 夏向军 严晓浪 杨海威 章  进 周爱武 

 

热能动力装置 

沈国建 陆重庆 张子良 朱文洁 胡生明 王仁义 杨少仲 孙仲南 沈建昌 俞仲飞 

罗伦夫 施文江 陆志凯 杨新成 何增柯 谢含英 曹国铭 王中安 王国礼 朱妙德 

郭兆年 杜渝生 汪告化 张春波 周雪珍 林发云 陈宝忠 王建平 陈连康 施长瑞 

陈海池 李麟章 杨彩琴 鲁中央 王顺富 邱康沅 胡昌峤 言昇潮 杨新基 楼义火 

徐桂财 董玉南 丁荣祥 杨立隆 赵祝人 汤福生 蒋长定 胡启振 陈培根 韩贯虹 

沈莉莉 应小蓉 章淼珍 顾根良 陈小玉 姜福信 俞济民 张晓曙 韦国忠 李顺华 

胡家鑫 李崇瑞 王庆文 吴必扬 徐  斌 庄志义  朱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