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一站）

裁判员名单

序

号
岗位 姓名 单位

1 比赛监督 王夫持 天津

2 技术委员会 主任 储石生 江苏

3 技术委员会 成员 张毅 广东

4 技术委员会 成员 郑晓岚 上海

5 技术委员会 成员 路通 江苏

6 技术委员会 成员 张琳 广东（盛力瑛才）

7 技术委员会 成员 郭嵘 上海

8 技术委员会 成员 王枫 湖北

9 裁判员 李侠 北京（大兴博弈）

10 裁判员 潘美和 北京

11 裁判员 历蒙沙 北京

12 裁判员 董赟旸 北京

13 裁判员 李新 北京

14 裁判员 宋佳 北京

15 裁判员 唐广博 天津

16 裁判员 王萌 天津

17 裁判员 王镜丞 天津

18 裁判员 武林 天津



19 裁判员 姚一多 天津

20 裁判员 姜博文 天津

21 裁判员 赵薇 天津

22 裁判员 刘新美 天津

23 裁判员 王昶 天津（吉林茁亦）

24 裁判员 侯孟君 天津

25 裁判员 魏峥 山西

26 裁判员 莫芳 辽宁

27 裁判员 王佳 辽宁

28 裁判员 张歧峰 辽宁（沈阳静峰）

29 裁判员 王骋 辽宁

30 裁判员 苏少卿 辽宁

31 裁判员 王波 辽宁

32 裁判员 王玥莹 辽宁

33 裁判员 张龙 黑龙江

34 裁判员 陈晓霞 上海

35 裁判员 李莉 上海

36 裁判员 贺炜 上海

37 裁判员 路通 江苏

38 裁判员 董殿钧 江苏

39 裁判员 胡琦 江苏

40 裁判员 陈剑 江苏

41 裁判员 王佳楠 江苏



42 裁判员 蔡会会 江苏

43 裁判员 黄海洋 江苏

44 裁判员 陈晶晶 江苏

45 裁判员 姚倩 江苏

46 裁判员 陈子寒 江苏

47 裁判员 卢剑 江苏

48 裁判员 包晓庆 江苏

49 裁判员 刘媛 江苏

50 裁判员 刘尧奇 江苏

51 裁判员 朱洪宁 江苏

52 裁判员 徐静莉 浙江

53 裁判员 杜卫提 安徽

54 裁判员 崔艺刚 福建

55 裁判员 伍玲 福建

56 裁判员 王文富 福建

57 裁判员 郭春园 山东

58 裁判员 邵志芳 山东

59 裁判员 张宸豪 山东

60 裁判员 殷盼盼 山东

61 裁判员 李宇龙 山东

62 裁判员 聂亮亮 山东

63 裁判员 苏婉文 广东

64 裁判员 黄锦健 广东



65 裁判员 辛欣 广东

66 裁判员 冯宇媚 广东（万国）

67 裁判员 罗小奇 陕西

68 裁判员 刘畅 北京爱迪学校

69 裁判员 马玉林 北京朝体天一

70 裁判员 李波 北京奥扬

71 裁判员 陶晖 北京朝体天一

72 裁判员 徐磊 北京繁星

73 裁判员 张颖 天津（维斯顿）

74 裁判员 易斌 天津海河中学

75 裁判员 戴璐怡 上海亮剑

76 裁判员 陈伟 上海名剑

77 裁判员 孙佳华 上海尼米兹

78 裁判员 孙冉 苏州陆琪

79 裁判员 杨晨 泰州姜堰

80 裁判员 梁伟强 广州天河剑协

81 裁判员 袁少佳 汕头金涛小学

82 裁判员 刘绪林 大连市第二击剑中心

83 裁判员 童朝辉 昆山仲满

84 裁判员 杨磊 天津金牌

85 裁判员 焦健 北京老山

86 裁判员 张峰 淄博繁星

87 裁判员 崔焱杰 淄博繁星



88 裁判员 30-40 人 承办单位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