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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摩托艇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 

 

 

时间：2010年5月23-25日  地点：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运动队：江西队  山东队 
 
 
运动员： 
 
上海队： 蔡利军 
 
航天体育协会：王  彪 
 
湖南队：言  谨 
 
湖北队：岳  涛 

山东队：张  赫 
 
北京队：张博涵 
 
江西队：张  琼 
 
安徽队：陈雨桐 

 
 
 
裁判员：葛  菁  石  清  陈齐强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OA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上海 倪浩军

山东 刘永坤

二等奖 山东 王辰

湖北 岳涛

三等奖 上海 蔡利军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OB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安徽 刘伟

湖北 岳涛

二等奖 江西 吴剑

山东 刘永坤

山东 王辰

三等奖 湖南 史海文

上海 蔡利军

江西 徐文松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OSY—400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湖北 刘茂雄

安徽 张典春

二等奖 山东 汲榆林

山东 邹路

江西 吴剑

三等奖 上海 陆盛谊

北京 张前

山东 姜山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花样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上海 朱平康

二等奖 湖北 黄天民

湖北 刘贤一

上海 秦立国

三等奖 湖北 朱承博

江西 陶伟华

北京 阎帅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安徽 俞宝驹

北京 阎帅

二等奖 安徽 马友乐

湖北 范志雄

三等奖 上海 秦立国

上海 朱平康

湖北 鲁方宇

江西 陶伟华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湖北 范志雄

北京 阎帅

二等奖 安徽 马友乐

安徽 俞宝驹

三等奖 上海 秦立国

上海 朱平康

湖北 黄天民

江西 陶伟华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安徽 张典春

江西 吴超

二等奖 湖北 范志雄

山东 王辰

北京 阎帅

北京 岳德志

航天体育协会 吴昊

三等奖 航天体育协会 王彪

湖北 李林

上海 秦立国

山东 邹路

北京 张博涵

湖南 言谨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OSY—400级10公里 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山东 赵雪丽

安徽 曲甜慧

二等奖 湖北 刘艳

山东 杜在蔚

三等奖 江西 许悦

上海 陈晴

山东 辛环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江西 张琼

安徽 李倩倩

二等奖 江西 陈云华

安徽 高振云

三等奖 湖北 岳霓欣

江西 卢叶莹

湖北 张雪琰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安徽 张典春

湖北 范志雄

二等奖 航天体育协会 张震辛

航天体育协会 姚继珂

北京 阎帅

山东 张赫

湖北 岳涛

三等奖 山东 王辰

上海 朱平康

江西 吴超

北京 张博涵

北京 岳德志

上海 秦立国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江西 张琼

上海 张磊

二等奖 江西 陈云华

安徽 李倩倩

三等奖 江西 赵璐怡

湖北 张雪琰

湖北 岳霓欣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获奖等级 代表团 姓名

一等奖 江西 赵璐怡

湖北 岳霓欣

二等奖 上海 张磊

山东 王琤

三等奖 安徽 曲甜慧

安徽 李倩倩

山东 赵雪丽

江西 曹静

总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获奖公告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OA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第三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上海 倪浩军 9 6:42.85 未完成 未完成 6:42.85

2 山东 刘永坤 17 未完成 6:59.00 7:02.45 6:59.00

3 山东 王辰 18 7:09.08 未完成 未完成 7:09.08

4 湖北 岳涛 54 未完成 未完成 7:42.27 7:42.27

5 上海 蔡利军 10 9:50.16 未完成 未完成 9:50.16

湖北 刘国雄 62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江西 徐文松 46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安徽 刘伟 4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以本页为准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OA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上海 倪浩军 9 6:42.85

2 山东 王辰 18 7:09.08

3 湖北 岳涛 54 未完成

4 湖北 刘国雄 62 未完成

第二组

1 上海 蔡利军 10 9:50.16

2 山东 刘永坤 17 未完成

3 江西 徐文松 46 未完成

4 安徽 刘伟 4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OA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上海 倪浩军 9 未完成

2 山东 王辰 18 未完成

3 湖北 岳涛 54 未完成

4 湖北 刘国雄 62 未完成

第二组

1 山东 刘永坤 17 6:59.00

2 上海 蔡利军 10 未完成

3 江西 徐文松 46 未完成

4 安徽 刘伟 4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OA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湖北 岳涛 54 7:42.27

2 上海 倪浩军 9 未完成

3 山东 王辰 18 未完成

4 湖北 刘国雄 62 未完成

第二组

1 山东 刘永坤 17 7:02.45

2 上海 蔡利军 10 未完成

3 江西 徐文松 46 未完成

4 安徽 刘伟 4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三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OB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第三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安徽 刘伟 4 5:54.36 6:11.43 未完成 5:54.36

2 湖北 岳涛 54 6:14.04 6:24.54 6:14.70 6:14.04

3 江西 吴剑 39 6:17.21 未完成 6:36.27 6:17.21

4 山东 刘永坤 17 6:24.36 6:19.96 6:37.69 6:19.96

5 山东 王辰 18 7:03.23 7:16.23 6:22.20 6:22.20

6 湖南 史海文 38 7:43.29 6:26.73 未完成 6:26.73

7 上海 蔡利军 10 6:48.70 未完成 未完成 6:48.70

8 江西 徐文松 46 7:06.53 未完成 未完成 7:06.53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3日

小项：OB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刘伟 4 5:54.36

2 湖北 岳涛 54 6:14.04

3 江西 徐文松 46 7:06.53

4 湖南 史海文 38 7:43.29

第二组

1 江西 吴剑 39 6:17.21

2 山东 刘永坤 17 6:24.36

3 上海 蔡利军 10 6:48.70

4 山东 王辰 18 7:03.23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OB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刘伟 4 6:11.43

2 湖北 岳涛 54 6:24.54

3 湖南 史海文 38 6:26.73

4 江西 徐文松 46 未完成

第二组

1 山东 刘永坤 17 6:19.96

2 山东 王辰 18 7:16.23

3 江西 吴剑 39 未完成

4 上海 蔡利军 10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OB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湖北 岳涛 54 6:14.70

2 安徽 刘伟 4 未完成

3 湖南 史海文 38 未完成

4 江西 徐文松 46 未完成

第二组

1 山东 王辰 18 6:22.20

2 江西 吴剑 39 6:36.27

3 山东 刘永坤 17 6:37.69

4 上海 蔡利军 10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三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OSY—400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第三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湖北 刘茂雄 59 7:24.50 7:28.99 7:31.84 7:24.50

2 安徽 张典春 2 7:31.66 7:27.04 7:27.84 7:27.04

3 山东 汲榆林 21 7:35.63 7:34.26 7:52.75 7:34.26

4 山东 邹路 20 未完成 未完成 7:39.10 7:39.10

5 江西 吴剑 39 8:09.57 8:01.22 8:08.44 8:01.22

6 上海 陆盛谊 11 8:08.70 未完成 8:11.27 8:08.70

7 北京 张前 33 未完成 8:37.87 8:23.45 8:23.45

8 山东 姜山 19 8:37.51 未完成 8:27.95 8:27.95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OSY—400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湖北 刘茂雄 59 7:24.50

2 安徽 张典春 2 7:31.66

3 上海 陆盛谊 11 8:08.70

4 北京 张前 33 未完成

第二组

1 山东 汲榆林 21 7:35.63

2 江西 吴剑 39 8:09.57

3 山东 姜山 19 8:37.51

4 山东 邹路 20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OSY—400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7:27.04

2 湖北 刘茂雄 59 7:28.99

3 北京 张前 33 8:37.87

4 上海 陆盛谊 11 未完成

第二组

1 山东 汲榆林 21 7:34.26

2 江西 吴剑 39 8:01.22

3 山东 姜山 19 未完成

4 山东 邹路 20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OSY—400级10公里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7:27.84

2 湖北 刘茂雄 59 7:31.84

3 上海 陆盛谊 11 8:11.27

4 北京 张前 33 8:23.45

第二组

1 山东 邹路 20 7:39.10

2 山东 汲榆林 21 7:52.75

3 江西 吴剑 39 8:08.44

4 山东 姜山 19 8:27.95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三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3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花样赛        比赛地点：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1 上海 朱平康 13 4277

2 湖北 黄天民 58 3713

3 江西 陶伟华 40 3550

4 湖北 刘贤一 61 2643

5 上海 秦立国 12 2253

6 湖北 朱承博 57 2090

7 北京 阎帅 31 1923

8 安徽 俞宝驹 3 1557

9 江西 叶博文 42 1370

10 安徽 马友乐 1 弃权

11 江西 肖鑫 43 弃权

注：按比赛名次取前8名进入决赛。其余被淘汰，颁发参与奖。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预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花样赛        比赛地点：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1 上海 朱平康 13 4297

2 湖北 黄天民 58 3870

3 湖北 刘贤一 61 3417

4 上海 秦立国 12 2840

5 湖北 朱承博 57 2297

6 江西 陶伟华 40 2273

7 北京 阎帅 31 2077

8 安徽 俞宝驹 3 1187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安徽 俞宝驹 3 4:25.09 4:21.77 4:21.77

2 北京 阎帅 31 4:22.73 4:22.11 4:22.11

3 安徽 马友乐 1 4:26.79 4:26.24 4:26.24

4 湖北 范志雄 60 4:29.30 4:27.02 4:27.02

5 上海 秦立国 12 4:43.27 4:42.77 4:42.77

6 上海 朱平康 13 4:44.39 4:43.05 4:43.05

7 湖北 鲁方宇 56 4:46.27 4:46.27 4:46.27

8 江西 陶伟华 40 4:46.40 未完成 4:46.40

以本页为准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俞宝驹 3 4:25.09

2 湖北 范志雄 60 4:29.30

3 上海 朱平康 13 4:44.39

4 江西 陶伟华 40 4:46.40

第二组

1 北京 阎帅 31 4:22.73

2 安徽 马友乐 1 4:26.79

3 上海 秦立国 12 4:43.27

4 湖北 鲁方宇 56 4:46.27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俞宝驹 3 4:21.77

2 湖北 范志雄 60 4:27.02

3 上海 朱平康 13 4:43.05

4 江西 陶伟华 40 未完成

第二组

1 北京 阎帅 31 4:22.11

2 安徽 马友乐 1 4:26.24

3 上海 秦立国 12 4:42.77

4 湖北 鲁方宇 56 4:46.27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四分之一
决赛成绩 

半决赛
成绩 

决赛
成绩 

备注

1 湖北 范志雄 60 1:40.40 1:36.12 1:39.51

2 北京 阎帅 31 1:39.25 1:36.18 1:41.60

3 安徽 马友乐 1 1:39.42 1:39.36

4 安徽 俞宝驹 3 1:38.62 1:56.11

5 上海 秦立国 12 1:40.55

6 上海 朱平康 13 1:43.27

7 湖北 黄天民 58 1:43.43

8 江西 陶伟华 40 2:21.52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俞宝驹 3 1:38.62

2 上海 秦立国 12 1:40.55

第二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1:40.40

2 湖北 黄天民 58 1:43.43

第三组

1 北京 阎帅 31 1:39.25

2 上海 朱平康 13 1:43.27

第四组

1 安徽 马友乐 1 1:39.42

2 江西 陶伟华 40 2:21.52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1/4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1:36.12

2 安徽 俞宝驹 3 1:56.11

第二组

1 北京 阎帅 31 1:36.18

2 安徽 马友乐 1 1:39.36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半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1 湖北 范志雄 60 1:39.51

2 北京 阎帅 31 1:41.60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安徽 张典春 2 4:24.58 4:15.95 4:15.95

2 江西 吴超 45 4:18.38 4:18.56 4:18.38

3 湖北 范志雄 60 4:18.63 4:20.48 4:18.63

4 山东 王辰 18 4:21.44 犯规 4:21.44

5 北京 阎帅 31 4:23.27 4:23.15 4:23.15

6 北京 岳德志 32 4:28.84 4:24.16 4:24.16

7
航天体
育协会

吴昊 30 4:25.52 4:25.74 4:25.52

8
航天体
育协会

王彪 29 4:25.79 4:25.74 4:25.74

9 湖北 李林 55 4:39.58 4:26.67 4:26.67

10 上海 秦立国 12 4:28.77 4:29.38 4:28.77

11 山东 邹路 20 4:30.93 4:38.08 4:30.93

12 北京 张博涵 34 4:36.19 4:31.24 4:31.24

13 湖南 言谨 36 4:32.59 4.34.31 4:32.59

14 山东 刘永坤 17 4:36.09 4:32.80 4:32.80

15 安徽 俞宝驹 3 4:33.59 未完成 4:33.59

16 江西 肖鑫 43 4:42.10 4:36.50 4:36.50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北京 阎帅 31 4:23.27

2 航天体育协会 王彪 29 4:25.79

3 安徽 俞宝驹 3 4:33.59

4 北京 张博涵 34 4:36.19

第二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4:18.63

2 山东 王辰 18 4:21.44

3 上海 秦立国 12 4:28.77

4 湖南 言谨 36 4:32.59

第三组

1 江西 吴超 45 4:18.38

2 航天体育协会 吴昊 30 4:25.52

3 山东 邹路 20 4:30.93

4 江西 肖鑫 43 4:42.10

第四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4:24.58

2 北京 岳德志 32 4:28.84

3 山东 刘永坤 17 4:36.09

4 湖北 李林 55 4:39.58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北京 阎帅 31 4:23.15

2 航天体育协会 王彪 29 4:25.74

3 北京 张博涵 34 4:31.24

4 安徽 俞宝驹 3 未完成

第二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4:20.48

2 上海 秦立国 12 4:29.38

3 湖南 言谨 36 4.34.31

4 山东 王辰 18 犯规

第三组

1 江西 吴超 45 4:18.56

2 航天体育协会 吴昊 30 4:25.74

3 江西 肖鑫 43 4:36.50

4 山东 邹路 20 4:38.08

第四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4:15.95

2 北京 岳德志 32 4:24.16

3 湖北 李林 55 4:26.67

4 山东 刘永坤 17 4:32.80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八分之一
决赛成绩 

四分之一
决赛成绩 

半决赛
成绩 

决赛
成绩 

备注

1 安徽 张典春 2 1:47.57 1:42.69 1:43.25 1:40.41

2 湖北 范志雄 60 1:48.66 1:42.08 1:42.07 1:42.77

3
航天体育
协会

张震辛 27 1:47.30 1:41.49 1:44.65

4
航天体育
协会

姚继珂 28 1:46.68 1:41.47 1:45.33

5 北京 阎帅 31 1:51.55 1:43.84

6 山东 张赫 22 1:46.12 1:44.28

7 湖北 岳涛 54 1:43.17 1:44.47

8 山东 王辰 18 1:47.48 1:46.59

9 上海 朱平康 13 1:46.09

10 江西 吴超 45 1:48.41

11 北京 张博涵 34 1:50.57

12 北京 岳德志 32 1:51.48

13 上海 秦立国 12 1:51.54

14 湖南 言谨 36 1:56.72

15 湖北 鲁方宇 56 1:56.94

16 山东 刘永坤 17 1:58.70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山东 王辰 18 1:47.48

2 上海 秦立国 12 1:51.54

第二组

1 航天体育协会 姚继珂 28 1:46.68

2 北京 岳德志 32 1:51.48

第三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1:47.57

2 湖北 鲁方宇 56 1:56.94

第四组

1 山东 张赫 22 1:46.12

2 江西 吴超 45 1:48.41

第五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1:48.66

2 北京 张博涵 34 1:50.57

第六组

1 北京 阎帅 31 1:51.55

2 山东 刘永坤 17 1:58.70

第七组

1 湖北 岳涛 54 1:43.17

2 上海 朱平康 13 1:46.09

第八组

1 航天体育协会 张震辛 27 1:47.30

2 湖南 言谨 36 1:56.72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1/8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航天体育协会 姚继珂 28 1:41.47

2 山东 王辰 18 1:46.59

第二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1:42.69

2 山东 张赫 22 1:44.28

第三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1:42.08

2 北京 阎帅 31 1:43.84

第四组

1 航天体育协会 张震辛 27 1:41.49

2 湖北 岳涛 54 1:44.47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1/4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张典春 2 1:43.25

2 航天体育协会 姚继珂 28 1:45.33

第二组

1 湖北 范志雄 60 1:42.07

2 航天体育协会 张震辛 27 1:44.65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半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男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1 安徽 张典春 2 1:40.41

2 湖北 范志雄 60 1:42.77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OSY—400级10公里 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第三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山东 赵雪丽 23 7:10.28 7:29.38 7:20.85 7:10.28

2 安徽 曲甜慧 5 7:25.52 7:28.80 7:31.23 7:25.52

3 湖北 刘艳 63 7:28.56 7:36.59 7:32.64 7:28.56

4 山东 杜在蔚 25 7:49.78 7:39.73 7:40.34 7:39.73

5 江西 许悦 48 7:46.63 7:50.37 7:50.22 7:46.63

6 上海 陈晴 15 未完成 8:10.50 8:07.30 8:07.30

7 山东 辛环 24 8:26.08 8:22.45 8:21.39 8:21.39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3日

小项：女子OSY—400级10公里 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山东 赵雪丽 23 7:10.28

2 湖北 刘艳 63 7:28.56

3 山东 杜在蔚 25 7:49.78

4 山东 辛环 24 8:26.08

第二组

1 安徽 曲甜慧 5 7:25.52

2 江西 许悦 48 7:46.63

3 上海 陈晴 15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OSY—400级10公里 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山东 赵雪丽 23 7:29.38

2 湖北 刘艳 63 7:36.59

3 山东 杜在蔚 25 7:39.73

4 山东 辛环 24 8:22.45

第二组

1 安徽 曲甜慧 5 7:28.80

2 江西 许悦 48 7:50.37

3 上海 陈晴 15 8:10.50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OSY—400级10公里 环圈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山东 赵雪丽 23 7:20.85

2 湖北 刘艳 63 7:32.64

3 山东 杜在蔚 25 7:40.34

4 山东 辛环 24 8:21.39

第二组

1 安徽 曲甜慧 5 7:31.23

2 江西 许悦 48 7:50.22

3 上海 陈晴 15 8:07.30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三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第一轮
比赛成绩 

第二轮
比赛成绩 

最佳成绩 备注

1 江西 张琼 47 4:24.72 4:23.18 4:23.18

2 安徽 李倩倩 6 5:11.62 4:24.29 4:24.29

3 江西 陈云华 49 5:08.09 4:34.41 4:34.41

4 安徽 高振云 7 4:45.88 4:41.54 4:41.54

5 湖北 岳霓欣 64 4:42.77 4:57.84 4:42.77

6 江西 卢叶莹 50 5:20.80 5:08.59 5:08.59

7 湖北 张雪琰 65 5:29.44 5:37.91 5:29.44

上海 张磊 16 未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4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江西 陈云华 49 5:08.09

2 安徽 李倩倩 6 5:11.62

3 江西 卢叶莹 50 5:20.80

4 上海 张磊 16 未完成 落水

第二组

1 江西 张琼 47 4:24.72

2 湖北 岳霓欣 64 4:42.77

3 安徽 高振云 7 4:45.88

4 湖北 张雪琰 65 5:29.44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一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竞速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李倩倩 6 4:24.29

2 江西 陈云华 49 4:34.41

3 江西 卢叶莹 50 5:08.59

第二组

1 江西 张琼 47 4:23.18

2 安徽 高振云 7 4:41.54

3 湖北 岳霓欣 64 4:57.84

4 湖北 张雪琰 65 5:37.91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第二轮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四分之一
决赛成绩 

半决赛
成绩 

决赛
成绩 

备注

1 江西 张琼 47 1:40.84 1:36.98 1:39.16

2 上海 张磊 16 1:46.23 1:39.94 1:41.64

3 江西 陈云华 49 1:41.80 1:37.34

4 安徽 李倩倩 6 1:42.90 1:40.95

5 江西 赵璐怡 52 1:53.62

6 湖北 张雪琰 65 2:11.07

7 湖北 岳霓欣 64 2:13.88

安徽 高振云 7 未完成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安徽 李倩倩 6 1:42.90

2 安徽 高振云 7 未完成

第二组

1 上海 张磊 16 1:46.23

2 湖北 张雪琰 65 2:11.07

第三组

1 江西 张琼 47 1:40.84

2 江西 赵璐怡 52 1:53.62

第四组

1 江西 陈云华 49 1:41.80

2 湖北 岳霓欣 64 2:13.88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1/4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上海 张磊 16 1:39.94

2 安徽 李倩倩 6 1:40.95

第二组

1 江西 张琼 47 1:36.98

2 江西 陈云华 49 1:37.34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半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1 江西 张琼 47 1:39.16

2 上海 张磊 16 1:41.64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四分之一
决赛成绩 

半决赛
成绩 

决赛
成绩 

备注

1 江西 赵璐怡 52 1:41.16 1:39.88 1:39.81

2 湖北 岳霓欣 64 1:42.74 1:41.66 1:42.16

3 上海 张磊 16 1:44.40 1:43.25

4 山东 王琤 26 1:47.20 1:48.25

5 安徽 曲甜慧 5 1:44.24

6 安徽 李倩倩 6 1:45.21

7 山东 赵雪丽 23 1:49.27

8 江西 曹静 51 1:50.33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总成绩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江西 赵璐怡 52 1:41.16

2 安徽 李倩倩 6 1:45.21

第二组

1 上海 张磊 16 1:44.40

2 山东 赵雪丽 23 1:49.27

第三组

1 山东 王琤 26 1:47.20

2 江西 曹静 51 1:50.33

第四组

1 湖北 岳霓欣 64 1:42.74

2 安徽 曲甜慧 5 1:44.24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1/4 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第一组

1 江西 赵璐怡 52 1:39.88

2 上海 张磊 16 1:43.25

第二组

1 湖北 岳霓欣 64 1:41.66

2 山东 王琤 26 1:48.25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半决赛



大项：摩托艇 比赛时间：2010年5月25日

小项：女子坐式水上摩托障碍赛 比赛场馆：安徽省水上训练基地

名次 代表团 姓名 参赛号 比赛成绩 备注

1 江西 赵璐怡 52 1:39.81

2 湖北 岳霓欣 64 1:42.16

总裁判长： 编排裁判长：

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                                                                

成绩公告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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