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总分

第一名 428 分

第二名 400 分

第三名 293 分

最佳技术奖

女子品势 张雪妍 湖北大众1

男子品势 胡明达 北科高级技校1

女子竞技 代青昱 武汉百川

男子竞技 李云浩 荆门代表队

优秀裁判员

周文昌 郭艳华 张镝 杨坚 郭忠民

刘鑫 杜琳 向新春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团体总成绩公告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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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品势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511 谭书尚武/史明宇/陈宇铉 男 湖北大众1队 团品幼儿男 5.97 2.72 3.25

2 1510 蔡卓呈/吴卓栋/张煜辰 男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幼儿男 5.48 2.43 3.05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512 龙佳玉/张仟依/王文茜 女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幼儿女 6.06 2.72 3.34

2 1513 张雪妍/张熙媛/胡雪颖 女 湖北大众1队 团品幼儿女 5.99 2.65 3.34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52 谢天毅/秦振轩/李石磊 男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儿童男 6.44 2.89 3.55

2 1459 赵天智/张成康/甘晨浩 男 盛世宏达1队 团品儿童男 6.20 2.75 3.45

3 1458 龙羿少/许博岩/王君伟 男 湖北荆门1队 团品儿童男 5.92 2.70 3.22

4 1457 彭照翔/谢力鸣/陈斌 男 湖北大众9队 团品儿童男 5.82 2.65 3.17

5 1454 彭圣尧/刘艺扬/王宗晟 男 湖北大众26队 团品儿童男 5.70 2.55 3.15

6 1453 韦梓皓/唐晖祖/陈俣轲 男 湖北大众20队 团品儿童男 5.26 2.37 2.89

7 1456 张正皓/吴一樊/任柏然 男 湖北大众6队 团品儿童男 3.81 1.74 2.07

8 1455 李戈尧/颜丞毅/李一鸣 男 湖北大众32队 团品儿童男 3.54 1.14 2.40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60 包璐/王诗怡/蔡孟汐 女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儿童女 6.45 2.85 3.60

2 1461 徐源璐/余南村/涂佳桦 女 武汉百川 团品儿童女 5.74 2.54 3.20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86 刘超越/何林煦/李天雨 男 盛世宏达1队 团品少儿男 7.28 2.84 4.44

2 1470 刘睿琦/肖博岩/涂彦哲 男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少儿男 7.19 2.82 4.37

3 1472 祝梓豪/韩显昱/王星茗 男 湖北大众13队 团品少儿男 6.99 2.74 4.25

4 1488 闫涛/范明宇/施光耀 男 盛世宏达3队 团品少儿男 6.72 2.55 4.17

5 1473 任峥/张浩然/彭祖康 男 湖北大众14队 团品少儿男 6.67 2.55 4.12

6 1485 饶含洋/饶含威/甘英豪 男 江西成杰 团品少儿男 6.64 2.52 4.12

7 1490 周旻炜/潘锦晨/罗晨旭 男 襄阳同人 团品少儿男 6.35 2.42 3.93

8 1489 刘帅/崔恒畅/刘昱岐 男 武汉百川 团品少儿男 6.23 2.35 3.88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501 张昊熙/旋佳玥/孙怡美 女 盛世宏达1队 团品少儿女 7.02 2.70 4.32

2 1493 山欣彤/王灼华/张馨月 女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少儿女 6.99 2.72 4.27

3 1494 李佳欣/吴孟璇/余锦仪 女 湖北大众13队 团品少儿女 6.92 2.75 4.17

4 1502 刘瑞萍/金奕妍/谈明婧怡 女 中国儿童中心 团品少儿女 6.66 2.64 4.02

5 1499 张天依/张雨喆/裴雨桐 女 湖北大众9队 团品少儿女 6.61 2.59 4.02

6 1500 陈宣吉/李蔚柃/袁可伊 女 坤鹏跆拳道 团品少儿女 6.53 2.58 3.95

7 1495 崔阳艺/史俊茹/邢入心 女 湖北大众23队 团品少儿女 6.47 2.50 3.97

8 1517 骆美薇/韩稼瑞/王蕴易 女 湖北大众 团品少儿女 4.89 1.20 3.69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503 胡明达/袁星/王鼎 男 北科高级技校1 团品少年男 7.76 2.87 4.89

2 1504 王方野/邓庭锋/刘思玥 男 北科高级技校2 团品少年男 7.20 2.55 4.65

3 1505 邱世龙/梁伦意/蒙金海 男 北科高级技校2 团品少年男 6.83 2.29 4.54

4 1507 张济麟/张聪/王铭浩 男 武汉百川 团品少年男 6.06 1.89 4.17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团体品势/混双品势 成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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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团体品势/混双品势 成绩公告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508 凌晨/谢欣怡/程锐淋 女 百川道馆1队 团品少年女 7.88 3.07 4.81

2 1509 谢学敏/张胜男/马颢匀 女 北科高级技校2 团品少年女 7.01 2.51 4.50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63 熊建军/卞组/杨胜军 男 贵州励骏1队 团品青年男 6.89 2.47 4.42

2 1464 吴小雨/龙森锋/蔡文豪 男 贵州励骏2队 团品青年男 6.63 2.34 4.29

3 1466 赵龙飞/霍兴亮/杨景瑞 男 盛世宏达1队 团品青年男 6.50 2.23 4.27

4 1462 胡昊/王飞/张旺 男 百川道馆1队 团品青年男 6.03 1.94 4.09

5 1465 刘荣/潘翔宇/苏伟 男 湖北大众1队 团品青年男 6.01 1.95 4.06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67 曹耀丹/何腾/杨阳 女 贵州励骏1队 团品青年女 6.90 2.62 4.28

2 1468 李晓琼/王贝/冯宇迁 女 湖北大众1队 团品青年女 6.61 2.38 4.23

3 1469 梁秋玲/许梦洁/梁运达 女 湖北大众20队 团品青年女 5.59 1.64 3.95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51 张崇祥/张鹏/张明朋 男 青岛北极星 团品成年男 7.31 2.83 4.48

混双品势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49 吴双羽/胡振轩 男/女 坤鹏跆拳道 混双幼儿 6.54 3.00 3.54

2 1448 谭书尚武/胡雪颖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幼儿 6.34 2.99 3.35

3 1450 李思远/张子怡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幼儿 5.86 2.62 3.24

4 1446 张雪妍/史明宇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幼儿 5.79 2.55 3.24

5 1447 陈宇铉/张熙媛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幼儿 5.77 2.55 3.22

6 1444 张仟依/张煜辰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幼儿 5.64 2.52 3.12

7 1445 王文茜/吴卓栋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幼儿 5.63 2.43 3.20

8 1443 龙佳玉/蔡卓呈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幼儿 5.52 2.43 3.09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382 王诗怡/秦振轩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儿童 7.03 2.55 4.48

2 1388 潘晨亮/向思颖 男/女 湖北荆门2队 混双儿童 7.03 2.64 4.39

3 1390 甘晨浩/何泽畅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儿童 6.92 2.45 4.47

4 1389 赵天智/李靖涵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儿童 6.87 2.48 4.39

5 1383 蔡孟汐/李石磊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儿童 6.77 2.40 4.37

6 1385 王敬/肖雨欣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儿童 6.51 2.42 4.09

7 1391 刘泳圣/徐源璐 男/女 武汉百川 混双儿童 6.25 2.19 4.06

8 1384 李丞翰/黄子云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儿童 5.70 1.80 3.90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28 李天雨/张昊熙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少儿 7.60 3.17 4.43

2 1426 刘超越/旋佳玥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少儿 7.50 3.13 4.37

3 1406 山欣彤/刘睿琦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少儿 7.44 3.14 4.30

4 1408 胡可欣/肖博岩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少儿 7.39 3.09 4.30

5 1430 范明宇/唐好 男/女 盛世宏达3队 混双少儿 7.28 3.04 4.24

6 1420 佘鑫宇/苏翊 男/女 湖北大众8队 混双少儿 7.22 2.97 4.25

7 1427 何林煦/孙怡美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少儿 7.17 2.97 4.20

8 1424 李靖池/谢轶泽 男/女 湖北荆门2队 混双少儿 7.15 2.95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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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团体品势/混双品势 成绩公告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438 胡明达/魏梦月 男/女 北科高级技校1 混双少年 8.03 3.34 4.69

2 1439 袁星/刘雨青 男/女 北科高级技校1 混双少年 7.77 3.20 4.57

3 1437 袁吴迪/凌晨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少年 7.77 3.20 4.57

4 1436 颜研/程锐淋 男/女 百川道馆1队 混双少年 7.49 3.02 4.47

5 1441 杨帆/华艺萱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少年 7.45 3.02 4.43

6 1440 邓庭锋/马颢匀 男/女 北科高级技校2 混双少年 7.43 3.04 4.39

7 1442 张昊楠/张子轩 男/女 盛世宏达1队 混双少年 6.79 2.69 4.10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1394 杨阳/卞组 男/女 贵州励骏1队 混双青年 7.09 2.59 4.50

2 1399 刘志达/咸敏敏 男/女 河北个人 混双青年 6.81 2.42 4.39

3 1393 何腾/熊建军 男/女 贵州励骏1队 混双青年 6.72 2.42 4.30

4 1395 曹耀丹/杨胜军 男/女 贵州励骏1队 混双青年 6.71 2.44 4.27

5 1404 梁浩/梁秋玲 男/女 湖北大众20队 混双青年 6.57 2.30 4.27

6 1401 苏伟/王贝 男/女 湖北大众1队 混双青年 6.54 2.37 4.17

7 1403 王云辰/许梦洁 男/女 湖北大众20队 混双青年 6.39 2.24 4.15

8 1397 蔡文豪/徐怡 男/女 贵州励骏2队 混双青年 6.32 2.07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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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特技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3053 李旻萱 女 陕西大众 个人特技少年女 5.90 2.57 3.33

2 3052 乐倩 女 湖北大众1队 个人特技少年女 5.73 2.50 3.23

3 3055 刘瑞萍 女 中国儿童中心 个人特技少年女 5.20 2.17 3.03

4 3054 金奕妍 女 中国儿童中心 个人特技少年女 4.96 2.03 2.93

5 3056 谈明婧怡 女 中国儿童中心 个人特技少年女 4.86 1.93 2.93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3021 胡明达 男 北科高级技校1 个人特技少年男 7.63 3.13 4.50

2 3024 邓庭锋 男 北科高级技校2 个人特技少年男 7.33 3.00 4.33

3 3022 王鼎 男 北科高级技校1 个人特技少年男 7.30 2.80 4.50

4 3040 曾淇 男 陕西大众 个人特技少年男 7.30 3.03 4.27

5 3023 张彬 男 北科高级技校1 个人特技少年男 7.27 3.10 4.17

6 3025 杨有 男 北科高级技校2 个人特技少年男 7.20 3.03 4.17

7 3026 陈战聪 男 北科高级技校2 个人特技少年男 6.93 2.93 4.00

8 3042 刘超越 男 盛世宏达1队 个人特技少年男 6.83 2.90 3.93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3075 梁秋玲 女 湖北大众20队 个人特技青年女 6.23 2.80 3.43

2 3020 冯宇迁 女 湖北大众1队 个人特技青年女 5.93 2.60 3.33

3 3018 王贝 女 湖北大众1队 个人特技青年女 5.67 2.40 3.27

4 3019 李晓琼 女 湖北大众1队 个人特技青年女 5.56 2.33 3.23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3008 周广俊 男 北科高级技校2 个人特技青年男 7.00 3.17 3.83

2 3007 陈招伟 男 北科高级技校1 个人特技青年男 6.70 3.00 3.70

3 3014 高文成 男 陕西大众 个人特技青年男 6.67 3.10 3.57

4 3006 胡昊 男 百川道馆1队 个人特技青年男 6.47 2.87 3.60

5 3010 刘志达 男 河北个人 个人特技青年男 6.34 2.97 3.37

6 3015 刘正权 男 盛世宏达1队 个人特技青年男 6.33 2.90 3.43

7 3011 苏伟 男 湖北大众1队 个人特技青年男 6.30 2.73 3.57

8 3017 霍兴亮 男 盛世宏达1队 个人特技青年男 6.30 2.97 3.33

名次 运动员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级别 成绩 准确度 表现力

1 3002 张鹏 男 青岛北极星 个人特技成年男 6.40 2.83 3.57

2 3004 蓝世仁 男 校园精英队 个人特技成年男 6.20 2.83 3.37

3 3001 刘伟 男 陕西大众 个人特技成年男 6.20 2.83 3.37

4 3003 张明朋 男 青岛北极星 个人特技成年男 6.14 2.77 3.37

5 3005 窦晓南 男 中国儿童中心 个人特技成年男 5.57 2.50 3.07

团体特技

名次 运动员号 单位 级别 成绩

1 3068 北科高级技校1 特技团体 7.24

2 3069 北科高级技校2 特技团体 6.76

3 3073 陕西大众 特技团体 6.10

4 3070 湖北大众1队 特技团体 5.78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特技 个人/团体 成绩公告

姓名

胡明达/袁星/王鼎/魏梦月/刘雨青/郑贺腾/陈招伟/闫海仓/昌雄

邓庭锋/梁伦意/张胜男/杨有/陈战聪/杨阳/陈天奇/马颢匀/卢宇康

刘伟/梁占峰/曾淇/范吉星/高文成/刘莹

王敬/王唯/肖雨欣/叶子骁/徐昊/皇甫姚尧/张茹冰/高筱乐/乐倩/盛佳琪/

苏伟/刘荣/王贝/覃文/钱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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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特技 个人/团体 成绩公告

跆拳舞

名次 运动员号 单位 级别 成绩

1 3064 百川道馆1队 跆拳舞少年 7.54

2 3065 北科高级技校1 跆拳舞少年 7.14

3 3067 湖北大众23队 跆拳舞少年 6.52

名次 运动员号 单位 级别 成绩

1 3058 包璐/谢天毅/李石磊/山欣彤/王灼华/胡可欣/刘睿琦/肖博岩 百川道馆1队 跆拳舞少儿 7.22

2 3061 张成康/刘超越/何林煦/李天雨/张昊熙/旋佳玥 盛世宏达1队 跆拳舞少儿 7.08

3 3062 叶耔/刘帅/崔恒畅/刘昱岐/刘泳圣/徐源璐/余南村/涂佳桦 武汉百川 跆拳舞少儿 7.04

4 3060 潘晨亮/向思颖/李靖池/张宇晨/谢轶泽 湖北荆门2队 跆拳舞少儿 6.72

5 3059 王敬/王唯/肖雨欣/叶子骁/徐昊/皇甫姚尧/张茹冰/高筱乐 湖北大众1队 跆拳舞少儿 6.62

6 3063 黄树杰/邓杰双/陈依伊/戴治国/吴德庆 校园精英队 跆拳舞少儿 6.10

姓名

颜研/袁吴迪/凌晨/谢欣怡/程锐淋

胡明达/袁星/王鼎/魏梦月/刘雨青/张彬

张明锋/曹可威/陈祎恺/史俊茹/邢入心/崔阳艺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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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数

完成
数

自报
数

完成
数

自报
数

完成
数

1 2 湖北大众1队 乐倩 女 击破少年女 3 3 10 6

2 1 北科高级技校2 贾梦婷 女 击破少年女 3 3 15 4

3 1 陕西大众 李旻萱 女 击破少年女 3 3 15 3

1 5 北科高级技校1 昌雄 男 击破少年男 6 6 20 8 15 10

2 4 北科高级技校1 闫海仓 男 击破少年男 6 6 20 8 15 6

3 4 陕西大众 李玺纯 男 击破少年男 6 6 25 5

1 3 陕西大众2队 田玉华 女 击破青年女 6 6 15 9

2 1 湖北大众1队 冯宇迁 女 击破青年女 6 6 12 9

3 2 陕西大众 封娇 女 击破青年女 6 6 15 6

1 6 盛世宏达1队 刘正权 男 击破青年男 12 10 15 12 15 9

2 1 百川道馆1队 胡昊 男 击破青年男 12 10 15 12 16 5

3 2 贵州励骏2队 龙森锋 男 击破青年男 12 9 12 8

1 1 湖北大众1队 魏民 男 击破成年男 12 10

2 3 校园精英队 蓝世仁 男 击破成年男 12 8 15 9

3 2 陕西大众 刘伟 男 击破成年男 12 8 12 9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特技 个人/团体 成绩公告

运动员签字 运动员签字 运动员签字

附加赛预赛 决赛

级别名次 次序 队名简称 姓名 性别

————————————————————————————————————————
打印时间：2014/10/5 16:24

————————————————————————————————————————
第7页/共10页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李睿轩 史明宇 黄树杰 李泽昊 陈宇铉 宋知远 谭书尚武 梁彬毅

江西成杰 湖北大众1队 校园精英队 江西成杰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6队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队

6.48 6.42 6.40 6.32 6.22 6.17 5.90 5.85

张雪妍 张子怡 龙佳玉 吴双羽 胡雪颖 王文茜 张熙媛 张仟依

湖北大众1队 盛世宏达1队 百川道馆1队 坤鹏跆拳道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6.47 6.39 6.37 6.26 6.13 6.11 6.05 5.89

谢天毅 秦振轩 张成康 陈斌 张梓铄 赵天智 宋鉴濠 李石磊

百川道馆1队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湖北大众9队 盛世宏达2队 盛世宏达1队 江西成杰 百川道馆1队

7.02 6.69 6.44 6.17 6.16 6.12 6.11 6.00

包璐 何泽畅 王诗怡 李靖涵 向思颖 涂佳桦 蔡孟汐 肖雨欣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湖北荆门2队 武汉百川 百川道馆1队 湖北大众1队

6.50 6.44 6.37 6.35 6.34 5.75 5.56 5.00

范明宇 肖博岩 刘睿琦 何林煦 刘超越 李天雨 祝梓豪 涂彦哲

盛世宏达3队 百川道馆1队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盛世宏达1队 盛世宏达1队 湖北大众13队 百川道馆1队

7.59 7.53 7.47 7.39 7.34 7.25 7.14 7.07

山欣彤 王灼华 李靖池 旋佳玥 张昊熙 唐好 余锦仪 孙怡美

百川道馆1队 百川道馆1队 湖北荆门2队 盛世宏达1队 盛世宏达1队 盛世宏达3队 湖北大众13队 盛世宏达1队

7.49 7.37 7.32 7.26 7.22 7.21 7.20 7.13

胡明达 袁星 邓庭锋 袁吴迪 颜研 王鼎 刘思玥 王方野

北科高级技校1 北科高级技校1 北科高级技校2 百川道馆1队 百川道馆1队 北科高级技校1 北科高级技校2 北科高级技校2

7.93 7.55 7.35 7.30 7.29 7.26 7.20 6.82

凌晨 魏梦月 程锐淋 刘雨青 华艺萱 谢欣怡 马颢匀 张昊楠

百川道馆1队 北科高级技校1 百川道馆1队 北科高级技校1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北科高级技校2 盛世宏达1队

7.81 7.77 7.77 7.54 7.50 7.45 7.06 6.84

朱宇祥 周广俊 冯卫 卞组 刘志达 赵龙飞 龙森锋 杨胜军

北科高级技校1 北科高级技校2 湖北荆门2队 贵州励骏1队 河北个人 盛世宏达1队 贵州励骏2队 贵州励骏1队

8.44 7.87 7.77 7.57 7.25 7.00 6.90 6.73

曹耀丹 何腾 咸敏敏 杨阳 袁的 徐怡 许梦洁 梁运达

贵州励骏1队 贵州励骏1队 河北个人 贵州励骏1队 贵州励骏2队 贵州励骏2队 湖北大众20队 湖北大众20队

7.10 6.99 6.99 6.86 6.57 6.34 6.10 5.29

张旺 杨景瑞 沈明 杨洪进 胡昊 芦涛 王伟 苏伟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陕西大众 青岛北极星 百川道馆1队 振东跆拳道 湖北荆门2队 湖北大众1队

7.29 7.21 7.21 7.00 6.98 6.96 6.94 6.54

李晓琼 封娇 王贝 王玲 梁秋玲

湖北大众1队 陕西大众 湖北大众1队 湖北个人 湖北大众20队

7.00 6.67 6.60 6.33 6.29

张鹏 张崇祥 张明朋 窦晓南 魏民

青岛北极星 青岛北极星 青岛北极星 中国儿童中心 湖北大众1队

7.34 7.04 7.02 5.94 5.30

具本一

青岛北极星

6.54

个品
青年二男

个品
青年二女

个品
成年一男

个品
成年二男

个品
少儿男

个品
少儿女

个品
少年男

个品
少年女

个品
青年一男

个品
青年一女

个品
儿童女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个人品势 成绩公告

个品
幼儿男

个品
幼儿女

个品
儿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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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第二名

李泽昊 余梓灏 李睿轩 何沐阳 周丁旭
江西成杰 龙门道场 江西成杰 湖北大众34队 湖北大众21队

宋鉴濠 唐宁培 邱浩鸣 龙楚江 高晨杰 范维良 甘英杰 李一鸣
江西成杰 名胜跆拳道 洛阳林道馆 龙门道场 陕大荔晟琳 洛阳林道馆 江西成杰 湖北大众32队

魏世洋 谭凯文 谢开祉 汪冬冬 李博浩 高天仁 孙旭辉 沈世傲
龙门道场 百川道馆1队 湖北大众1队 阜阳启蒙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4队 湖北大众4队 湖北大众3队

韩严皓 闫顺鑫 张成康 艾迪凌 王崧语 李彦锐 刘宇昊 向建西
洛阳林道馆 湖北大众29队 盛世宏达1队 湖北荆门1队 盛世宏达1队 湖北大众3队 湖北大众26队 百川道馆1队

任彦儒 王欣阳 徐博文 方天翔 赵天智
河北龍九武 湖北大众3队 百川道馆1队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1队

王敬 雷宇杰 刘宇哲 张俊晖 曾嘉辰 梁锦轩 姚智博 王富源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2队 随州黑带 陕西大众 陕大荔晟琳 青尔多娜健身

王浩名 廖朝政
龙门道场 湖北大众21队

王唯 王清海 周向
湖北大众1队 襄阳同人 百川道馆1队

王雅枫 何泽畅 李靖涵 邹涵悦 许同鑫
湖北大众4队 盛世宏达1队 盛世宏达1队 坤鹏跆拳道 湖北大众21队

黄子云 熊佳瑄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队

贾乐妍 刘茗溪 肖雨欣
洛阳林道馆 湖北大众34队 湖北大众1队

曾淇 夏梓航 朱星宇 张明锋 王博文 黄孜琦 刘锁瑜
陕西大众 湖北大众2队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23队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26队 湖北大众1队

于崇智 黄子恒 徐千哲 陈嘉豪 张浩然 林博文 何宗镮羽 张启舵
河北龍九武 湖北大众10队 名胜跆拳道 名胜跆拳道 湖北大众34队 中国儿童中心 湖北大众8队 湖北大众26队

潘锦晨 黄瑞丰 余青毅 严国栋 高天一 郝思洋 刘秀亮 曾诚
襄阳同人 襄阳同人武道 武汉鸿海 成都盐道街 襄阳同人武道 名胜跆拳道 湖北大众26队 湖北大众21队

范明宇 甘英豪 王子熙 黄子东 柳锦涛 杜子靖 段瑞乾
盛世宏达3队 江西成杰 湖北大众34队 湖北大众10队 中国儿童中心 湖北大众4队 湖北大众33队

冯建友 张海文 杜博颖 叶航成 熊子睿 郭骥辰 罗翔宇 王星茗
河北龍九武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2队 百川道馆1队 襄阳同人武道 湖北大众33队 湖北大众29队 湖北大众13队

刘泽仁 叶子圣 易梓奇 胡亚峰 罗晨旭 李田浩宇 朱琛 黄梓炎
河北龍九武 中国儿童中心 襄阳同人 湖北大众4队 襄阳同人 陕西大众2队 陕西大众 湖北大众4队

周俊杰 王宇哲 陈俊畅 李皓东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35队 湖北大众28队 百川道馆1队

李佳欣 徐菁婕 谈明婧怡
湖北大众34队 湖北荆门1队 中国儿童中心

吴若贤 王蕴易 李垚 向家宜 周锦华 朱超越 赵赟璐 王蕴易
名胜跆拳道 湖北大众26队 洛阳林道馆 湖北大众1队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4队 湖北大众27队 湖北大众24队

张雨欣 骆美薇 李梓铭 吴宇航 鲍雨薇
成都盐道街 湖北大众24队 襄阳同人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1队

秦成铭 崔阳艺 赵梓桐 张婧婷 张雨喆 熊思涵 杨雨亭 周蜜
桂林一龍 湖北大众23队 湖北博艺 成都盐道街 湖北大众9队 湖北大众6队 湖北大众31队 湖北博艺

黄静文 答飞菲 金奕妍 高筱乐 李兰欣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博艺 中国儿童中心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7队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个人竞技 成绩公告

儿童男28KG

儿童女29KG

少儿二男29KG

少儿二男33KG

少儿二男38KG

第三名 第五名

儿童男14-18KG

儿童男22KG

儿童男25KG

少儿二女34KG

儿童男31KG

儿童男34KG

儿童男38-42KG

儿童男38KG

儿童女20KG

儿童女26KG

少儿二男43KG

少儿二男48KG

少儿二男52-58KG

少儿二男52KG

少儿二女30KG

少儿二女38KG

少儿二女42KG

少儿二女46-5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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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第二名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冠军赛

个人竞技 成绩公告

第三名 第五名

王歆玥 金心月 饶可艺 江祎祎 罗熙晨 刘恬岑
湖北博艺 湖北大众27队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1队 武汉鸿海 湖北大众2队

方宇航 鲁堰明 邓志伦
湖北大众26队 湖北大众6队 湖北大众1队

陈祎恺 胡宇凡 卢博涵 孙张帆 黄志权 吴卫 段信哲 吕晓宇
湖北大众23队 名胜跆拳道 盛世宏达1队 湖北荆门1队 龙门道场 湖北大众9队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李云浩 牛池元 方泽宇 郭晨阳 纪泽锋 邱恒成 杨乘风 尚煜凯
湖北荆门2队 洛阳林道馆 湖北大众35队 湖北荆门1队 陕西大众 名胜跆拳道 名胜跆拳道 湖北大众32队

刘超越 王庆乐 徐睿涵 江一帆 彭钰洋 施光耀 李轩铭 信懿轩
盛世宏达1队 龙门道场 湖北大众6队 湖北大众3队 襄阳同人 盛世宏达3队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18队

晏子豪 肖宇阳 姚俊贤 李业鸿 尚宇剑 兰永康 邵睿鹏 徐昊
湖北大众3队 百川道馆1队 襄阳同人 龙门道场 湖北大众35队 陕大荔晟琳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1队

叶子骁 刘亦然 张宴清 饶含威 扬麒麟 何东泽 陈发坤 饶春阳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6队 盛世宏达1队 江西成杰 湖北大众21队 湖北大众11队 百川道馆1队 百川道馆1队

陶志伟 王振杰 蓝嗣麒 皇甫姚尧
百川道馆1队 湖北大众3队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1队

黄新瑜 杨润星 周易 周世硕
陕西大众 湖北大众35队 龙门道场 湖北大众20队

魏雨宣 旋佳玥 方涵予
盛世宏达2队 盛世宏达1队 湖北大众21队

陈博燕 张昊熙 闫思懿 潘佳乐 吴若冰 柯玲珊 高思危
湖北大众6队 盛世宏达1队 陕西大众 陕大荔晟琳 湖北大众3队 湖北大众28队 湖北大众1队

陈珈瑜 代清昱 唐好 苏翊 将仪琳
广西个人 百川道馆1队 盛世宏达3队 湖北大众8队 陕大荔晟琳

李佳熠 裴雨桐 黄堰宁 余锦仪
洛阳林道馆 湖北大众9队 湖北大众6队 湖北大众13队

邢入心 项晨颖 史俊茹 张茹冰 孙怡美
湖北大众23队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3队 湖北大众1队 盛世宏达1队

邢入心 项晨颖 史俊茹 张茹冰 孙怡美
湖北大众23队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23队 湖北大众1队 盛世宏达1队

刘瑞萍 曹沁美
中国儿童中心 湖北大众20队

覃文 张天依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9队

陈天奇 张津瑞
北科高级技校2 湖北博艺

戴正军 肖兆东 陈梧栋 布音加甫 肖菡 魏于皓 陈楚骏
湖北大众21队 成都盐道街 湖北大众1队 北科高级技校2青尔多娜健身 湖北大众27队 湖北大众1队

吴士文 唐壮 牟云笑 卢宇康 张子轩 李玺纯 公子豪 马永浩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33队 中国儿童中心北科高级技校2 盛世宏达1队 陕西大众 江西成杰 河北龍九武

张傲然 肖辉 孙飞腾 庞胜 王铭浩 米兆君 陈信鹏 程世贤
湖北博艺 海南省体校 洛阳林道馆 成都盐道街 武汉百川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唐必成 朱江浩 张恩光 靳嘉豪 温兆宇 熊海立 梁振升 梁伦意
湖北大众33队 湖北荆门1队 湖北大众1队 北科高级技校2 湖北大众1队 湖北博艺 海南省体校 北科高级技校2

周彤妮 何思漫 田雨荷
成都盐道街 成都盐道街 湖北荆门1队

张昊楠 张琬鄢 李旻萱 宋蓝馨 乐倩 万雅茹
盛世宏达1队 成都盐道街 陕西大众 湖北大众2队 湖北大众1队 百川道馆1队

肖卓婷 谢凌云 赵阳 方文
湖北大众1队 成都盐道街 湖北大众34队 湖北大众2队

周肖飞 赵世赢 汪胜兰 刘宇灏 杨嘉源 马源
湖北大众34队 成都盐道街 湖北大众21队 湖北博艺 湖北大众27队 成都盐道街

少儿一男42KG

少儿二女46KG

少儿一男18-22KG

少儿一男25KG

少儿一男28KG

少儿一男31KG

少儿一男34KG

少儿一男38KG

少儿一男42-46KG

少年男57-64KG

少儿一女23KG

少儿一女26KG

少儿一女29KG

少儿一女32KG

少儿一女36KG

少儿一女36KG

少儿一女40-44KG

少儿一女40KG

少年男43KG

少年男49KG

少年男53KG

少年男57KG

少年女44KG

少年女49KG

少年女54-60KG

少年女5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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