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出生日期 原俱乐部 转入俱乐部 备注
1 吴航 1993/2/1 包头南郊 上海上港
2 贾天子 1994/2/28 上海申鑫 上海上港
3 高迪 1990/1/6 上海绿地申花 江苏苏宁 租借
4 汪嵩 1983/10/12 广州富力 江苏苏宁
5 杨博宇 1989/6/24 上海上港 江苏苏宁
6 曹清海 1993/9/28 杭州绿城 江苏苏宁
7 高天意 1998/7/1 深圳 江苏苏宁 U21
8 张成林 1987/1/20 北京人和 广州恒大淘宝
9 毛剑卿 1986/8/8 石家庄永昌 上海绿地申花
10 孙世林 1988/10/24 辽宁 上海绿地申花
11 王伟 1989/6/22 青岛中能 上海绿地申花
12 栗鹏 1990/8/29 青岛中能 上海绿地申花
13 朱建荣 1991/7/12 青岛中能 上海绿地申花
14 周海滨 1985/7/19 天津泰达 山东鲁能泰山
15 姜嘉俊 1990/1/8 上海申鑫 山东鲁能泰山
16 唐诗 1995/1/24 梅州客家 北京中赫国安 租借
17 姜涛 1989/6/28 青岛黄海 北京中赫国安
18 于洋 1989/8/6 广州富力 北京中赫国安
19 金泰延 1989/8/21 辽宁 北京中赫国安
20 吕鹏 1989/10/28 北京控股 北京中赫国安
21 李提香 1989/9/1 石家庄永昌 广州富力
22 姜积弘 1990/2/8 石家庄永昌 广州富力
23 弋腾 1990/2/20 广州恒大淘宝 广州富力
24 张功 1992/4/10 大连超越 广州富力
25 向柏旭 1995/8/9 天津权健 广州富力
26 赵明剑 1987/11/22 山东鲁能泰山 河北华夏幸福
27 张呈栋 1989/2/9 北京中赫国安 河北华夏幸福
28 任航 1989/2/23 江苏苏宁 河北华夏幸福
29 尹鸿博 1989/10/30 河南建业 河北华夏幸福
30 赵宇豪 1993/4/7 杭州绿城 河北华夏幸福
31 王栋 1981/9/10 重庆当代力帆 天津泰达
32 谭望嵩 1985/12/19 重庆当代力帆 天津泰达
33 雷永驰 1989/1/2 辽宁 天津泰达
34 邱添一 1989/1/31 武汉卓尔 天津泰达
35 木热合买提江 1991/1/14 河南建业 天津泰达
36 陈子介 1989/12/24 湖南湘涛 河南建业
37 冯刚 1993/3/6 杭州绿城 河南建业 租借
38 胡靖航 1997/3/23 上海上港 河南建业 租借、U21
39 杨昌鹏 1989/2/13 银川贺兰山 河南建业
40 柯钊 1989/3/25 武汉卓尔 河南建业
41 温智翔 1993/3/17 江西联盛 河南建业
42 刘恒 1996/1/6 杭州绿城 河南建业 U21
43 王晓龙 1986/3/11 广州富力 天津权健
44 王永珀 1987/1/19 山东鲁能泰山 天津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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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杨善平 1987/10/28 辽宁 天津权健
46 糜昊伦 1993/1/10 石家庄永昌 天津权健
47 杨旭 1988/2/12 山东鲁能泰山 辽宁 租借
48 郎征 1986/7/22 北京中赫国安 辽宁
49 吕伟 1989/1/18 天津泰达 辽宁
50 桑一非 1989/2/18 河北华夏幸福 辽宁
51 李家赫 1989/8/12 浙江毅腾 辽宁
52 熊振峰 1997/11/25 上海绿地申花 辽宁 U21
53 郑涛 1985/8/20 辽宁 重庆当代力帆
54 刘欢 1989/2/14 大连超越 重庆当代力帆
55 杨柯 1989/4/19 湖南湘涛 重庆当代力帆
56 元敏诚 1995/8/8 南通支云 重庆当代力帆
57 郭亮 1985/3/20 杭州绿城 长春亚泰
58 张力 1989/8/6 河南建业 长春亚泰
59 于睿 1992/8/11 北京人和 长春亚泰
60 和巍 1997/9/5 河北精英 长春亚泰 U21
61 杨世元 1994/3/11 上海上港 延边富德 租借
62 韩青松 1987/12/5 青岛黄海 延边富德
63 张炜 1988/3/31 天津权健 延边富德
64 姜卫鹏 1993/1/3 海南博盈 延边富德
65 金成俊 1997/1/17 青岛黄海 延边富德 U21
66 常飞亚 1993/2/3 广州富力 贵州恒丰智诚 租借
67 韩鹏飞 1993/4/28 广州恒大淘宝 贵州恒丰智诚 租借
68 杨挺 1993/6/4 广州富力 贵州恒丰智诚 租借
69 闵俊麟 1994/1/19 广州富力 贵州恒丰智诚 租借
70 刘浩 1996/1/15 广州恒大淘宝 贵州恒丰智诚 租借、U21
71 冷史翱 1996/5/9 上海绿地申花 贵州恒丰智诚 租借、U21
72 麦麦提艾力 1997/9/10 大连博阳 贵州恒丰智诚 U21
73 黄世博 1987/6/16 石家庄永昌 杭州绿城
74 王冠一 1989/4/9 天津泰达 杭州绿城
75 曹小东 1993/12/9 天津权健 杭州绿城
76 郑凯木 1992/1/28 上海绿地申花 石家庄永昌
77 矫喆 1981/8/21 内蒙古中优 石家庄永昌
78 柏小磊 1985/9/4 浙江毅腾 石家庄永昌
79 刘鑫瑜 1991/11/17 湖南湘涛 石家庄永昌
80 郭胜 1993/1/7 内蒙古中优 石家庄永昌
81 万厚良 1986/2/25 青岛黄海 北京人和
82 王选宏 1989/7/24 青岛黄海 北京人和
83 罗歆 1990/2/7 重庆当代力帆 北京人和
84 韩轩 1991/2/2 延边富德 北京人和
85 邓涵文 1995/1/8 内蒙古中优 北京人和
86 张耀坤 1981/4/7 广州富力 武汉卓尔
87 黄希扬 1985/6/14 杭州绿城 武汉卓尔
88 李超 1987/8/16 石家庄永昌 武汉卓尔
89 李智超 1989/2/18 江苏苏宁 武汉卓尔
90 苏迪 1990/7/17 大连超越 武汉卓尔
91 张佳祺 1991/12/9 广州恒大淘宝 深圳 租借



92 李晓明 1996/1/19 上海绿地申花 深圳 租借、U21
93 张晨 1996/3/21 山东鲁能泰山 深圳 租借、U21
94 关震 1985/2/6 石家庄永昌 深圳
95 王大龙 1989/3/11 浙江毅腾 深圳
96 崔民 1989/7/6 延边富德 深圳
97 张远 1989/12/8 广州富力 深圳
98 祖鹏超 1997/1/11 上海绿地申花 深圳 U21
99 李想 1991/1/25 湖南湘涛 北京控股
100 邹仲霆 1987/5/21 上海申鑫 北京控股
101 王建文 1988/1/6 青岛中能 北京控股
102 徐亿海 1990/3/2 梅县铁汉 北京控股
103 董春雨 1991/3/25 广州恒大淘宝 北京控股
104 彭新兵 1997/12/30 延边富德 北京控股 U21
105 苏建虎 1998/8/12 上海申鑫 北京控股 U21
106 何杨 1983/2/23 青岛中能 浙江毅腾
107 郭纯泉 1985/1/2 包头南郊 浙江毅腾
108 王凯 1989/1/8 杭州绿城 浙江毅腾
109 任鑫 1989/5/22 江西联盛 浙江毅腾
110 王云龙 1990/2/22 内蒙古中优 浙江毅腾
111 单海洋 1997/1/18 上海绿地申花 浙江毅腾 U21
112 周挺 1979/2/5 北京中赫国安 大连一方
113 韩旭 1988/4/21 大连超越 大连一方
114 刘映辰 1993/1/15 大连超越 大连一方
115 国威 1989/7/8 大连超越 上海申鑫
116 许小龙 1989/4/27 河北华夏幸福 上海申鑫 租借
117 夏宁宁 1987/1/4 天津权健 上海申鑫
118 潘超然 1992/4/21 海南博盈 上海申鑫
119 姚江山 1987/7/30 湖南湘涛 青岛黄海
120 邓卓翔 1988/10/24 上海绿地申花 青岛黄海 租借
121 徐友刚 1996/2/9 上海绿地申花 青岛黄海 租借、U21
122 杨云 1988/10/6 重庆当代力帆 青岛黄海
123 孙国梁 1991/2/6 湖南湘涛 青岛黄海
124 赵石 1993/3/16 北京中赫国安 青岛黄海
125 姚均晟 1995/10/29 山东鲁能泰山 梅州客家 租借
126 郭靖 1997/2/24 广州恒大淘宝 梅州客家 租借、U21
127 郭珈玮 2000/7/25 天津泰达 梅州客家 租借、U21
128 霍亮 1989/10/15 包头南郊 梅州客家
129 罗希 1991/3/2 上海绿地申花 梅州客家
130 杨文吉 1993/9/24 河北华夏幸福 梅州客家
131 谭家军 1993/12/17 广州恒大淘宝 梅州客家
132 张天龙 1992/2/26 辽宁 内蒙古中优 租借
133 朱征宇 1995/1/12 上海上港 内蒙古中优 租借
134 李根 1985/3/30 浙江毅腾 内蒙古中优
135 牟善韬 1990/3/1 河南建业 内蒙古中优
136 段杰毅 1990/9/17 上海申鑫 内蒙古中优
137 范培培 1985/1/14 重庆当代力帆 大连超越
138 董志远 1989/3/16 河北精英 大连超越



139 王毅 1990/8/22 武汉卓尔 大连超越
140 刘玉圣 1990/9/30 湖南湘涛 大连超越
141 吾提库尔 1993/4/10 河北华夏幸福 大连超越
142 王晓星 1996/1/30 银川贺兰山 大连超越 U21
143 崔斌惠 1996/8/22 重庆当代力帆 大连超越 U21
144 王寒冰 1989/1/7 包头南郊 保定英利易通
145 谢维超 1989/7/16 湖南湘涛 保定英利易通
146 杨泽翔 1994/12/14 天津泰达 保定英利易通 租借
147 孙江山 1985/10/24 青岛中能 保定英利易通
148 芦哲宇 1989/9/8 天津泰达 保定英利易通
149 王新宇 1996/1/4 天津泰达 保定英利易通 U21
150 肖开提.亚力坤 1993/2/7 广州恒大淘宝 新疆天山雪豹 租借
151 吴鹏 1981/3/15 南通支云 新疆天山雪豹
152 帕尔哈提 1986/3/17 包头南郊 新疆天山雪豹
153 沈进 1995/1/26 杭州绿城 新疆天山雪豹
154 叶尔凡江 1998/3/11 河南建业 新疆天山雪豹
155 张磊 1985/4/6 杭州绿城 云南丽江 租借
156 孟洋 1989/7/16 北京理工 云南丽江
157 曹国栋 1993/1/26 湖南湘涛 云南丽江
158 苏顺 1994/3/9 上海绿地申花 云南丽江
159 陈宇 1997/1/8 上海申鑫 云南丽江 U21
160 邢泳钢 1997/12/1 云南省足协 云南丽江 U21
161 王玮 1993/1/9 武汉足协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2 董梓伊 1995/9/4 四川足协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3 王旨 1992/7/17 盐城鼎立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4 汤传顺 1993/1/23 梅县铁汉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5 李文威 1994/11/3 梅县铁汉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6 王凯 1993/3/10 梅县铁汉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7 鲁帅 1993/1/15 盐城鼎立 包头鹿城草上飞
168 龚正 1993/4/20 北京北控 北京理工 租借
169 张亮 1992/10/16 上海唤潮健身 北京理工
170 屈凯 1994/5/16 青岛黄海 北京理工
171 杜金龙 1991/5/26 青岛黄海 北京理工
172 岳志磊 1993/1/9 石家庄永昌 北京理工 租借
173 王宏宇 1995/9/29 北京中赫国安 北京理工 租借
174 钟纪宇 1997/1/5 北京中赫国安 北京理工 租借
175 李博文 1995/1/23 北京中赫国安 北京理工 租借
176 金文鑫 1989/3/11 银川贺兰山 成都钱宝
177 刘中意 1989/5/7 四川隆发 成都钱宝
178 龚良轩 1993/5/21 广州恒大淘宝 成都钱宝 租借
179 胡明天 1994/8/7 天津京铁火车头 成都钱宝
180 张智超 1993/1/3 江西联盛 成都钱宝
181 唐渊 1989/3/2 银川贺兰山 成都钱宝
182 曹添堡 1982/4/3 深圳人人 成都钱宝
183 吴青松 1995/1/26 杭州绿城 大连博阳
184 盛鹏飞 1996/5/29 北京中赫国安 大连博阳 租借
185 刘佳鑫 1993/6/8 黑龙江田丰油化 大连博阳



186 南云齐 1993/10/6 大连超越 大连博阳
187 尹良毅 1984/1/13 包头南郊 大连博阳
188 王欣 1984/6/6 杭州安格 大连博阳
189 吴涛 1997/6/8 沈阳足协 大连博阳
190 吴飞 1997/5/16 大连一方 大连博阳
191 刑序飞 1989/3/27 大连泰华 海南博盈
192 邹捷 1981/1/17 大连足协 海南博盈
193 赵黄 1989/1/2 黑龙江火山鸣泉 海南博盈
194 季铭义 1980/12/15 成都谢菲联 海南博盈
195 汪云龙 1988/4/26 黑龙江火山鸣泉 海南博盈
196 韩超 1989/1/31 河南建业 海南博盈
197 李昭楠 1982/9/22 湖南湘涛 海南博盈
198 杨贺 1991/1//27 长春亚泰 河北精英 租借
199 祝一帆 1988/3/1 长春亚泰 河北精英 租借
200 邵帅 1989/1/2 长春亚泰 河北精英 租借
201 姜波 1982/1/25 北京控股 河北精英
202 许波 1987/1/29 江西联盛 河北精英
203 连琛 1987/4/7 贵州恒丰智诚 河北精英
204 李文博 1983/12/9 上海绿地申花 河北精英
205 曹康 1993/1/8 江苏苏宁 黑龙江火山鸣泉 租借
206 刘海东 1995/2/28 广州恒大淘宝 黑龙江火山鸣泉
207 赵伟 1989/2/3 深圳人人 黑龙江火山鸣泉 租借
208 林坤 1992/5/15 内蒙古中优 黑龙江火山鸣泉
209 李波洋 1993/1/24 内蒙古中优 黑龙江火山鸣泉
210 李晓挺 1989/1/3 长春亚泰 黑龙江火山鸣泉 租借
211 李帅 1994/5/19 北京人和 黑龙江火山鸣泉
212 牟鹏飞 1989/2/28 青岛中能 黑龙江火山鸣泉
213 东航 1983/5/21 长春申华 湖南湘涛华莱
214 王君 1990/4/12 青岛中能 湖南湘涛华莱
215 汪泉 1989/2/15 河北华夏幸福 湖南湘涛华莱
216 张浩 1990/6/2 河北精英 湖南湘涛华莱
217 王庆 1985/11/7 成都钱宝 湖南湘涛华莱
218 吴海天 1994/5/6 上海上港 湖南湘涛华莱
219 于天竹 1989/12/5 贵州恒丰智诚 湖南湘涛华莱
220 韩毅 1993/1/31 北京北控 湖南湘涛华莱 租借
221 阿地力江·艾尔肯 1997/9/20 新疆足协 吉林长春百嘉
222 李长亮 1985/12/30 南京泽尼斯 吉林长春百嘉
223 张小宇 1985/1/5 沈阳城市 吉林长春百嘉
224 何杰 1995/3/19 天津泰达 吉林长春百嘉
225 杨惠康 1991/1/9 南通支云 吉林长春百嘉
226 王业文 1989/2/25 包头南郊 吉林长春百嘉
227 熊常清 1993/1/9 深圳佳兆业 江西联盛
228 郝爽 1989/1/6 湖南湘涛 江西联盛
229 张迅伟 1989/2/28 上海申鑫 江西联盛
230 曹驩 1983/11/25 湖南湘涛 江西联盛
231 王炳然 1998/8/19 上海绿地申花 江西联盛
232 王康 1989/7/24 新疆天山雪豹 江西联盛



233 李凯 1989/7/25 石家庄永昌 江西联盛
234 李健华 1982/2/12 深圳平之安 梅县铁汉生态
235 叶伟超 1989/2/18 浙江毅腾 梅县铁汉生态
236 胡勇发 1993/9/20 上海申鑫 梅县铁汉生态
237 沈烽 1993/9/16 延边富德 梅县铁汉生态
238 黄隆 1981/1/13 深圳佳兆业 梅县铁汉生态
239 黄新 1991/5/22 深圳佳兆业 梅县铁汉生态
240 胡明 1990/8/17 北京理工 南通支云
241 余剑锋 1989/1/29 梅州客家 南通支云
242 范志强 1989/8/22 天津泰达 南通支云
243 王鑫政 1995/8/8 四川隆发 南通支云
244 张卫 1993/1/19 江苏苏宁 南通支云
245 胡伟 1983/12/3 石家庄永昌 南通支云
246 翟肇宇 1994/2/6 江西联盛 南通支云
247 吴凯 1995/6/24 青岛黄海 青岛中能
248 李晨光 1990/1/12 内蒙古中优 陕西大秦之水 租借
249 张慧 1997/2/18 大连一方 陕西大秦之水 租借
250 李轩 1996/1/1 上海申梵 陕西大秦之水
251 丁国梁 1995/11/24 深圳佳兆业 陕西大秦之水
252 魏仁杰 1991/2/18 成都钱宝 陕西大秦之水
253 宋振瑜 1981/9/11 长春亚泰 陕西大秦之水
254 王尔卓 1987/2/5 天津京铁火车头 陕西大秦之水
255 周佳豪 1995/9/16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56 高诗鹏 1993/9/12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57 闫新禹 1995/12/20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58 邓彪 1995/8/12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59 曹传宇 1995/1/21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60 徐君 1995/5/29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61 战怡麟 1989/9/20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62 王飞 1989/6/6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聚运动 租借
263 王昊 1987/6/20 广西业嘉 上海申梵
264 刘帅 1989/4/2 深圳佳兆业 上海申梵
265 陈烨钰 1998/11/3 上海球星 上海申梵
266 潘龙 2000/2/21 上海球星 上海申梵
267 罗界吾 1999/12/26 上海球星 上海申梵
268 龚金帅 1994/11/21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申梵 租借
269 吴长琦 1993/6/30 上海绿地申花 上海申梵 租借
270 魏景星 1993/3/18 深圳佳兆业 上海申梵 租借
271 刘涛 1985/1/22 大连超越 深圳雷曼
272 李思源 1986/2/6 梅州客家 深圳雷曼
273 黄凤涛 1985/6/17 武汉卓尔 深圳雷曼
274 杨子健 1989/8/6 丽江嘉云昊 深圳雷曼
275 刘乐 1989/2/14 沈阳城市 深圳雷曼
276 韩家宝 1990/4/16 河南建业 深圳雷曼
277 周熠 1983/5/7 贵州恒丰智诚 深圳雷曼
278 吴飞 1989/7/20 江西联盛 深圳雷曼
279 段云子 1995/1/14 大连一方 沈阳城市建设 租借



280 李志斌 1993/9/17 天津泰达 沈阳城市建设 租借
281 朱峻辉 1996/3/18 广州恒大淘宝 沈阳城市建设
282 陈龙 1989/1/6 青岛黄海 沈阳城市建设
283 刘君 1990/2/2 青岛黄海 沈阳城市建设
284 刘洋洋 1991/2/7 青岛中能 沈阳城市建设
285 赵均 1988/10/19 北京人和 沈阳城市建设
286 韩震 1989/9/15 河北精英 沈阳城市建设
287 栗鑫 1989/11/9 深圳人人 沈阳东进
288 于振 1989/3/20 深圳人人 沈阳东进
289 乐倍思 1981/10/11 成都钱宝 沈阳东进
290 吴波 1989/2/21 云南丽江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1 肖震 1987/4/15 梅州客家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2 范柏群 1987/2/18 天津泰达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3 马冲冲 1991/1/17 江西联盛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4 张世昌 1989/10/7 广州富力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5 杜文翔 1991/10/31 大连超越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6 张靖洋 1989/1/25 辽宁足球俱乐部 四川安纳普尔那
297 李浩文 1993/11/29 上海上港 苏州东吴 租借
298 李键 1986/2/5 香港黄大仙 苏州东吴
299 朱峥嵘 1988/10/11 上海上港 苏州东吴 租借
300 郑毅 1993/1/6 重庆当代力帆 苏州东吴
301 迪力木拉提·巴吐尔 1989/7/6 青岛中能 苏州东吴
302 李智 1993/7/29 天津京铁火车头 苏州东吴
303 张波 1985/6/27 天津京铁火车头 苏州东吴
304 郝明 1993/2/2 石家庄永昌 苏州东吴 租借
305 王超龙 1994/9/20 杭州绿城 盐城大丰
306 易白荻 1993/8/10 杭州绿城 盐城大丰
307 张烁 1983/9/17 天津权健 盐城大丰 租借
308 纪政玉 1994/6/8 湖南湘涛 盐城大丰
309 章艮 1987/5/5 河北华夏幸福 盐城大丰
310 薛智文 1994/1/26 深圳人人 盐城大丰
311 马俊 1993/1/10 广州富力 盐城大丰
312 杜法 1991/2/5 武汉卓尔 盐城大丰
313 王啸 1992/4/18 包头南郊 宁夏山屿海
314 万程 1985/11/1 天津权健 宁夏山屿海
315 刘谱锦 1989/1/13 河北精英 宁夏山屿海
316 杨林 1981/3/14 河北精英 宁夏山屿海
317 马晨瑞 1996/10/16 盐城鼎立 镇江文旅
318 程鹏 1987/3/16 黑龙江火山鸣泉 镇江文旅
319 王钰洋 1991/8/30 湖南湘涛 镇江文旅
320 刘泽峰 1996/2/23 黑龙江火山鸣泉 镇江文旅
321 王鹏 1989/9/19 湖南湘涛 镇江文旅
322 庞磊 1990/4/28 天津京铁火车头 镇江文旅
323 于祥 1991/1/16 河北精英 镇江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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