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馆：黄山市体育馆 日期：2014年7月21日至24日

奖牌榜

金 银 铜
1 沧州振宏 5 1 6
2 黄山奥星跆拳道 4 6 15 25
3 辽宁个人 4 4 1 9
4 奥康国际1 4 1 5
5 武汉百川 3 5 3 11
6 浙江韩国平 3 3 4 10
7 重庆一立体训 3 2 1 6
8 忠武会馆 3 1 1 5
9 桂林一龍 2 3 4 9
10 安徽尚德 2 3 2 7
11 浙江胜跆会 2 2 1 5
12 江苏个人 2 2 4
13 陕西青少年体校 2 1 4 7
14 青岛国威北极星 2 1 3
14 瑞安石头道场 2 1 3
16 仙桃韩尚武 2 1 3
16 慧博跆拳道 2 1 3
16 东阳旋风1 2 1 3
19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1 2 4 7
20 金华树仁 1 2 1 4
20 马鞍山一辰 1 2 1 4
22 新疆大众2 1 1 1 3
22 中锐跆拳道 1 1 1 3
22 吉林省精武 1 1 1 3
25 山西大众 1 1 2
26 新疆大众1 1 7 8
27 阜阳启蒙 1 1 2
27 国威跆拳道 1 1 2
27 铭将发景福永2 1 1 2
27 宁夏业余体校 1 1 2
31 沈阳世纪 1 1
31 黑龙江个人 1 1
31 青岛正心 1 1
31 南京振道 1 1
31 安徽力曼 1 1
36 云南曲靖云健 3 2 5
37 铭将发景福永1 3 1 4
38 奥康国际2 3 3
39 泰新跆拳道 2 1 3
40 无极跆拳道 1 3 4
41 铭将发景福永3 1 2 3
41 铭将发景福永4 1 2 3
43 全椒海纳 1 1 2
43 大连劲恒 1 1 2
43 东阳旋风2 1 1 2
46 桂林精英 1 1
46 九江熊希明 1 1
46 奥星2队 1 1
49 大江体育 6 6
50 中国儿童中心 3 3
50 精武道跆拳道 3 3
52 龙门道场 2 2
52 无锡中华武馆 2 2
52 沈阳体育学院 2 2
52 江苏傲鹰 2 2
52 奥康国际3 2 2
52 翰飞跆拳道 2 2
52 丽水树仁 2 2
52 江苏品冠跆拳道 2 2
60 重庆个人 1 1
60 青岛个人 1 1
60 连云港阳光 1 1

66 66 104 236

总计
代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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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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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黄山市体育馆 日期：2014年7月21日至24日

团体总分

第1名 黄山奥星跆拳道 218 分

第2名 浙江韩国平 113 分

第3名 武汉百川 112 分

最佳技术奖 优秀裁判员

品势  男子最佳技术 卞组 辽宁个人 许昌叶 吉林 连飞 山西

女子最佳技术 凌晨 武汉百川 张娜 北京 何阳 河南

丁以发 安徽 姜继松 深圳

竞技  陆玮 深圳 马锐 安徽

男子最佳技术 陈力豪 重庆一立体训 曲一铭 河南 王汉波 江苏

女子最佳技术 胡艳 黄山奥星跆拳道

道馆风尚奖

阿杜跆拳道 慧博跆拳道 南京振道 涡阳县塑道

安徽力曼 吉林省精武 宁海品源 无极跆拳道

安徽尚德 江苏傲鹰 宁夏业余体校 无境跆拳道

奥康国际 江苏个人 青岛个人 无锡中华武馆

大江体育 江苏品冠跆拳道 青岛国威北极星 武汉百川

东南虎跆拳道 江苏翔龙 青岛正心 仙桃韩尚武

东阳旋风 金华树仁 清尔多娜健身 新疆大众

福州竞武盟 精武道跆拳道 全椒海纳 徐州长忠

阜阳启蒙 九江熊希明 瑞安石头道场 云南曲靖云健

甘肃个人 丽水树仁 山东跆拳道协会 浙江韩国平

桂林精英 连云港阳光 山西大众 铜陵藏龙

桂林一龍 辽宁个人 陕西青少年体校 中国儿童中心

国威跆拳道 临安虎跃跆拳道 沈阳世纪 忠武会馆

翰飞跆拳道 龙门道场 沈阳体育学院 重庆个人

黑龙江个人 马鞍山一辰 塑道跆拳道 重庆一立体训

黄山奥星跆拳道 铭将发景福永 随州黑带精英

南京苏武道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泰新跆拳道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赛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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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黄山市体育馆 日期：2014年7月21日至24日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赛第一站

成绩汇总

序 级别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名 第8名

金文灏 徐震宇 潘瑞 孙云勃 王兆雨 茹籽鑫 谭书尚武 李仕屯

瑞安石头道场 中锐跆拳道 安徽尚德 安徽尚德 武汉百川 南京振道 仙桃韩尚武 青岛正心

5.79 5.78 5.27 5.25 5.22 5.15 5.02 4.85

胡雪颖 张汝艺 朱彧 王子晨 朱丹

仙桃韩尚武 武汉百川 中锐跆拳道 安徽尚德 泰新跆拳道

5.37 5.25 5.22 4.85 4.47

丁一平 王毓新 徐铭举 王谯宇 刘承熠 李振轩 芦一鸣 危天行

青岛正心 安徽尚德 吉林省精武 大连劲恒 仙桃韩尚武 仙桃韩尚武 奥康国际2 仙桃韩尚武

5.39 5.34 5.2 5.17 5.15 5.09 4.99 4.98

吕忻缦 张祎 葛薇 窦睿 郭耔麟 糜语 傅笳皙 高芷姗

瑞安石头道场 奥康国际2 安徽尚德 大连劲恒 奥康国际1 浙江韩国平 大连劲恒 无极跆拳道

6.52 6.04 6.02 5.72 5.65 5.47 5.44 2.1

汪晋旭 欧田雨 彭洲 董政阳 柏亦栋 侯星宇 杨晨熹 何汉祺

青岛国威北极星 铭将发景福永1 铭将发景福永1 福州竞武盟 安徽尚德 铭将发景福永2 重庆个人 奥康国际1

5.75 5.74 5.73 5.44 5.36 5.34 5.34 5.26

王斯锐 吴浩绮 朱宇阳 朱雨荷 叶熙 王舒琪 胡可欣 宋宇飞

新疆大众2 瑞安石头道场 新疆大众1 新疆大众2 丽水树仁 奥康国际1 武汉百川 奥康国际3

6.05 6.03 5.94 5.81 5.76 5.62 5.57 4.95

金枭 袁吴迪 颜研 牛茗杨 刘克成 李泽鹏 肖景 张嘉豪

武汉百川 武汉百川 武汉百川 沈阳体育学院 青岛正心 重庆个人 铭将发景福永1 浙江韩国平

6.59 6.48 6.19 5.7 5.6 5.42 5.3 5.19

凌晨 程锐淋 谢欣怡 张玉婷 李人瀛 黄筱芸

武汉百川 武汉百川 武汉百川 铭将发景福永2 铭将发景福永1 无极跆拳道

7.24 6.75 6.68 5.56 5.44 4.37

卞组 王多有 张楠 刘志达 朱荣吉 黄成 倪瑞川 安成军

辽宁个人 辽宁个人 浙江韩国平 阿杜跆拳道 浙江韩国平 沈阳体育学院 浙江韩国平 沈阳体育学院

7.09 6.86 6.85 6.52 6.52 6.42

李莹 胡海潮 刘丹杨 杨阳 米荣博 张雨佳 孙祺

辽宁个人 辽宁个人 浙江韩国平 辽宁个人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6.72 6.3 6.28 6.1 6.01 5.77 5.65

吴金刚 王品 尹永朋 陈晓明 史庆航

青岛国威北极星 辽宁个人 青岛个人 青岛正心 辽宁个人

6.94 6.79 6.75 6.04 6.02

郭忠民 吴国盛 周靖宸 张鹏 周汉光 张明朋 蓝诤

浙江韩国平 浙江韩国平 浙江韩国平 青岛国威北极星 青岛国威北极星 青岛国威北极星 重庆个人

7.7 7.5 7.32 7.24 6.94 6.91 6.44

朱彧/徐振宇 王兆雨/张汝艺 谭书尚武/胡雪颖 张旭可/王子晨

中锐跆拳道 武汉百川 仙桃韩尚武 安徽尚德

6.77 6.74 6.52 6.22

个品青年

一男

个品成年

一男

6.77（并列第4名）

个品幼儿

女

个品儿童

男

个品儿童

女

个品少儿

男

个品少儿

女

个品少年

男

个品少年

女
8

9

10

11

个品幼儿

男
1

2

5

6

4

3

7

混双幼儿13

12

个品青年

一女

个品青年

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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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黄山市体育馆 日期：2014年7月21日至24日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赛第一站

成绩汇总

序 级别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名 第8名

王毓新/葛薇 芦一鸣/张祎 高芷姗/肖鑫田

安徽尚德 奥康国际2 无极跆拳道

5.25 4.79 3.1

朱宇阳/董安成 何汉祺/王舒琪 吕安琪/陶思印 陈 悦/许智杰 蓝正阳/叶熙 王铭轩/宋宇飞 张诗原/陈兴瑶桦 王斯锐/余昭阳

新疆大众1 奥康国际1 铭将发景福永4 新疆大众1 丽水树仁 奥康国际3 铭将发景福永3 新疆大众2

6.19 6.14 5.87 5.84 5.79 5.7 5.62 5.55

袁吴迪/谢欣怡 金枭/凌晨 颜研/程锐淋 肖景/李人瀛

武汉百川 武汉百川 武汉百川 铭将发景福永1

7.4 7.32 7.27 6.34

李莹/王多有 朱荣吉/刘丹杨 卞组/杨阳 黄成/米荣博 张雨佳/安成军 张楠/徐蒙蒙

辽宁个人 浙江韩国平 辽宁个人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浙江韩国平

6.4 6.15 5.72 5.4 5.17 5.05

李振轩

刘承熠/危天行

陈栩睿

陈栩涵/肖鑫田

贺子镐

马瑞良/王政钦

仙桃韩尚武 无极跆拳道 新疆大众1

5.27 3.89 2.89

侯毅锋

李晓宇/侯星宇

欧田雨

王博森/彭洲

廖泉森

孙鑫/张诗原

许智杰

姬星瑞/董安成

吴昊天

王铭轩/杨晨

伍家呈

李智豪/黄祥

何汉祺

郭子祯/郑军豪

应宗霖

阿尔法特/王嘉盛

铭将发景福永2 铭将发景福永1 铭将发景福永3 新疆大众1 奥康国际3 九江熊希明 奥康国际1 新疆大众3

5.93 5.8 5.65 5.58 5.16 5.14 4.82 4.69

朱荣吉

倪瑞川/张楠

王品

史庆航/卞组

黄成

安成军/吴振哲

浙江韩国平 辽宁个人 沈阳体育学院

6.55 6.42 5.2

李莹

杨阳/胡海潮

刘丹杨

徐蒙蒙/刘冬雪

孙祺

米荣博/张雨佳

辽宁个人 浙江韩国平 沈阳体育学院

6.43 6.04 5.84

周靖宸

吴国盛/郭忠民

张鹏

周汉光/张明朋

蓝诤

肖春生/张轩英

浙江韩国平 青岛国威北极星 重庆个人

7.68 6.89 5.34

21
团品青年

女

22
团品成年

男

团品青年

男

19
团品少儿

男

16

20

混双少年

14

15

17

18

混双青年

团品儿童

男

混双儿童

混双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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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黄山市体育馆 日期：2014年7月21日至24日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赛第一站

成绩汇总

序 级别 第1名 第2名

徐铭举 王毓新 吴俊亿 杨铧煜 凌铮阔 龙楚江 卢冠亘 潘强

吉林省精武 安徽尚德 大江体育 桂林一龍 精武道跆拳道 龙门道场 东阳旋风1 无锡中华武馆

游畅 张锦浩 窦志涛 张鑫龙 张基尧 杨力 黄喆 李沐梓

浙江胜跆会 黄山奥星跆拳道 新疆大众1 精武道跆拳道 沧州振宏 安徽力曼 大连劲恒 南京振道

张长震 陈江华 华哲炜 常茗开 危天行 贺子镐 吴乐冰 李承霖

沧州振宏 江苏个人 东阳旋风1 大连劲恒 仙桃韩尚武 新疆大众1 无境跆拳道 国威跆拳道

王厚毅 王若琮 段赫 沈守权 郑卓阳 肖鑫田 尹沛然

沧州振宏 大连劲恒 黄山奥星跆拳道 精武道跆拳道 临安虎跃跆拳道 无极跆拳道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葛薇 张祎 李斯永 李妍霖

安徽尚德 奥康国际2 新疆大众1 中国儿童中心

吴妍 周芷伊 高芷姗

南京振道 桂林一龍 无极跆拳道

麦旭阳 李旳庭 葛震朝 孙鑫 仇洪胜 魏轶

桂林一龍 山西大众 泰新跆拳道 铭将发景福永3 浙江胜跆会 丽水树仁

陈伟乐 李泽延 杨云 李晓宇 赵飞黄 薛峰 李牧樵 王涵

东阳旋风1 泰新跆拳道 云南曲靖云健 铭将发景福永2 桂林一龍 泰新跆拳道 中国儿童中心 江苏品冠跆拳道

孙墨轩 楼啸天 程思远 来愈睿 张诗原 庞兆博 冯晓峰 余明锜

金华树仁 浙江胜跆会 黄山奥星跆拳道 新疆大众1 铭将发景福永3 山西大众 马鞍山一辰 云南曲靖云健

徐礼君 刘鑫君 朱光照 林天骄 杨佳洪 陈永璇 海源 张宏权

忠武会馆 江苏个人 国威跆拳道 宁夏业余体校 江苏傲鹰 山西大众 无锡中华武馆 全椒海纳

于潇贺 欧田雨 陶思印 陈诚 经天乐 金洪贸 何翔 王智勇

国威跆拳道 铭将发景福永1 铭将发景福永4 全椒海纳 翰飞跆拳道 金华树仁 马鞍山一辰 铭将发景福永4

韩涛 王海梁 张一豪 章函语 杨庆顺 董安成 闫书宁 厉金毅

黄山奥星跆拳道 沧州振宏 黄山奥星跆拳道 丽水树仁 浙江胜跆会 新疆大众1 山西大众 东阳旋风1

何汉祺 杨清宇 项正翔 金宇铮 彭洲 王博森 张龙 高飞

奥康国际1 马鞍山一辰 江苏品冠跆拳道 丽水树仁 铭将发景福永1 铭将发景福永1 无锡中华武馆 全椒海纳

卢沐 刘看看 蒋长剑 陆志杰 杜兆军 李荣浩 颜宇 余旭东

东阳旋风1 奥星2队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无极跆拳道 无极跆拳道 山西大众

董洁 李舒延 王楠

宁夏业余体校 泰新跆拳道 无锡中华武馆

杨心欣 李璇 宁可晴 李嘉彤

奥康国际1 云南曲靖云健 中国儿童中心 云南曲靖云健

周之艺 唐玮婧 江祺 赫子悦 林文雪 陈悦 周俊言 胡子箐

忠武会馆 桂林一龍 黄山奥星跆拳道 中国儿童中心 东南虎跆拳道 新疆大众1 精武道跆拳道 仙桃韩尚武

杨曼 吕安琪 陈菁 秦成铭 谢微 李若桐 杜靖君 张看

安徽力曼 铭将发景福永4 翰飞跆拳道 桂林一龍 宁夏业余体校 宁夏业余体校 东阳旋风2 黄山奥星跆拳道

胡艳 魏蓝馨 胡珉蔚 彭婧 胡锦绣 田璞 杨亚榕 朱晨敏

黄山奥星跆拳道 金华树仁 黄山奥星跆拳道 大江体育 黄山奥星跆拳道 宁夏业余体校 山西大众 翰飞跆拳道

王舒琪 田甜 包佳宁 胡柳 陈雅丹 梅琳 王玮一 杨丹丹

奥康国际1 黄山奥星跆拳道 东阳旋风2 黄山奥星跆拳道 东南虎跆拳道 临安虎跃跆拳道 东阳旋风2 新疆大众1

丁俊杰 张誉 桂思睿 胡传旸 王呈宇

阜阳启蒙 云南曲靖云健 大江体育 连云港阳光 东南虎跆拳道

王峥潞 刘简 余王梓豪 俞赫 伍家呈 苗润垚 黄祥 魏世洋

沈阳世纪 黄山奥星跆拳道 无锡中华武馆 翰飞跆拳道 九江熊希明 连云港阳光 九江熊希明 龙门道场

王瑞璠 柏亦栋 肖治成 王铭轩 吴煜林 荣子健 李超群 陈思扬

奥康国际1 安徽尚德 忠武会馆 奥康国际3 忠武会馆 中国儿童中心 沧州振宏 徐州长忠

22
少儿一男

25KG

少儿一男

28KG

19
少儿二女

46KG

少儿二女

46-54KG

21
少儿一男

18-22KG

少儿二女

38KG

18
少儿二女

42KG

4

9

17

20

23

7

15
少儿二女

26KG

16
少儿二女

30KG

少儿二男

38KG

13
少儿二男

52KG

14

11
少儿二男

43KG

12

少儿二男

52-58KG

少儿二男

48KG

10

少儿二男

20-25KG

8
少儿二男

29KG

少儿二男

33KG

6
儿童女

23KG

5
儿童女

20KG

第5名

3
儿童男

28KG

2
儿童男

25KG

儿童男

22KG

第3名

1

儿童男

3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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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黄山市体育馆 日期：2014年7月21日至24日

2014年全国大众跆拳道锦标赛第一站

成绩汇总

序 级别 第1名 第2名

陈尚 袁承志 王庆乐 汪宇鑫 章煜超 肖闻锐 王昱 郝万旭

马鞍山一辰 九江熊希明 龙门道场 大江体育 黄山奥星跆拳道 福州竞武盟 沧州振宏 马鞍山一辰

杨浩宇 刘晟昂 魏博闻 何子睿 朱杰 胡家睿 李宇轩 张弛

江苏个人 忠武会馆 阜阳启蒙 新疆大众1 黄山奥星跆拳道 东阳旋风1 金华树仁 国威跆拳道

吴鹏飞 谢宇辉 马晨皓 盛凯 孙瀚石 姬星瑞 徐浩然 应宗霖

沧州振宏 金华树仁 江苏品冠跆拳道 江苏傲鹰 中国儿童中心 新疆大众1 临安虎跃跆拳道 新疆大众3

刘柏均 刘铮 刘凯瑞 郝亦凡 敖林 杨奕聪 金湛 洪焕然

沧州振宏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龙门道场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无境跆拳道 江苏傲鹰 仙桃韩尚武

王文博 凌毅元 杨天立 林乐

沧州振宏 桂林精英 江苏傲鹰 无极跆拳道

陈珈瑜 王斯锐 罗晶 刘桐彤 刘玮珂 王俊逸

忠武会馆 新疆大众2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桂林一龍 新疆大众2 无锡中华武馆

谢天 陈美君 朱宇阳 楼心怡

桂林一龍 吉林省精武 新疆大众1 金华树仁

刘健桐 孙昊欣 朱雨荷

江苏个人 陕西青少年体校 新疆大众2

吴浩恬 陈兴瑶桦 宋宇飞

山西大众 铭将发景福永3 奥康国际3

许佳 刘昕 杨雪儿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张宇 王子辰 杜鹏 刘浩宇 杨辰

浙江胜跆会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精武道跆拳道 全椒海纳

周德凯 詹宇皓 张嘉豪 周崔斐然

黄山奥星跆拳道 重庆一立体训 浙江韩国平 黄山奥星跆拳道

陈力豪 韦晨楠 蔡福栋 刘子尧 朴东浩 孙宇飞 岳永康 孙鑫燚

重庆一立体训 东阳旋风2 浙江胜跆会 大江体育 宁海品源 山西大众 精武道跆拳道 国威跆拳道

张浩钦 高能 胡高飞 翟一凡 何剑 罗伟杰 倪玉林 姚程程

重庆一立体训 全椒海纳 陕西青少年体校 马鞍山一辰 慧博跆拳道 仙桃韩尚武 江苏品冠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李克勤 龙非凡 谷怡 杨文成 罗袁浩文 文畅 严潇缙 周浒

重庆一立体训 马鞍山一辰 黄山奥星跆拳道 陕西青少年体校 桂林精英 大江体育 宁海品源 黄山奥星跆拳道

崔俊杰 柯金鑫 屈亮 朱钢 王家云 李志勇 戴文虎 王丛玉

黄山奥星跆拳道 重庆一立体训 重庆一立体训 大江体育 慧博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重庆一立体训

陈俊如 侯倩 刘圆月

陕西青少年体校 云南曲靖云健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虎媛琳 郁敏 冯娜 陆雯静 张玉婷 刘倩 毋云清 徐淑贤

陕西青少年体校 浙江胜跆会 陕西青少年体校 桂林一龍 铭将发景福永2 山西大众 陕西青少年体校 安徽尚德

潘凯莉 磨筱茜 张雪 胡晓含 王佳佳 钱雅静 査小严 孙玥

慧博跆拳道 桂林一龍 陕西青少年体校 黄山奥星跆拳道 陕西青少年体校 慧博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康丽婉儿 洪张晨 李雨婷 黄沐霖 刘芳涵 秦缘 苏慧 王皓予

慧博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浙江胜跆会 桂林一龍 内蒙妇女儿童中心 金华树仁

安芮奇 余昕 冯晨燕 阮诗怡

黑龙江个人 黄山奥星跆拳道 黄山奥星跆拳道 慧博跆拳道

第3名 第5名

33
少儿一女

40-44KG

31
少儿一女

32KG

32
少儿一女

36KG

29
少儿一女

26KG

25
少儿一男

34KG

少儿一男

38KG

30
少儿一女

29KG

28
少儿一男

42-46KG

24
少儿一男

31KG

35

27

26

41
少年女

44KG

少年女

54KG

44
少年女

54-60KG

39
少年男

57-64KG

少年女

49KG

43

42

40
少年女

39KG

37
少年男

53KG

38
少年男

57KG

少年男

38KG

少年男

43KG

36
少年男

49KG

少儿一男

42KG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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