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骨龄测试名单

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参赛单位 出生日期

儿童U10男子花剑个人

许轩睿 大众 北京金升龙潭击剑俱乐部 2007/1/9
杨骐歌 大众 北京金升龙潭击剑俱乐部 2007/8/13
高天 大众 湖南省振翔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7/8/8
陈路阳 大众 济南致胜击剑俱乐部 2007/9/28
李绍天 大众 济南致胜击剑俱乐部 2007/11/26
高睿圻 大众 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击剑队 2007/11/19
吴文翔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8/3/29
张允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1/18
张哲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7/23
凌翔千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8/7/5

李屹涛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4/11
唐朝阳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2/16
肖政贤 大众 深圳万国福田击剑俱乐部 2008/1/30
张阅 大众 深圳万国福田击剑俱乐部 2008/9/24
王子谦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7/23
张天睿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7/29

周正熹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4/10
张秉睿 大众 苏州壹伍击剑俱乐部 2007/2/26
孙译辰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8/5/31
吕金圻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4/23
钱烁文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9/23
杨笑尘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12

儿童U10男子花剑团体

李俊龙 大众 济南致胜击剑俱乐部 2008/6/4
黎冠铭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8/2/11
周奥轩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8/2/25
魏乾城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8/7/23
吴桐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9/3/6

儿童U10男子佩剑个人

刘世豪 大众 北京凯旋击剑俱乐部 2007/2/28

徐可言 大众 北京凯旋击剑俱乐部 2007/3/4
张羡诚 大众 北京凯旋击剑俱乐部 2007/3/29
毛肖淳 大众 江苏雪荷飞蓝击剑俱乐部 2008/7/2
胡煜泽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6/15
李泽毅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9/2
王天佑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4/10
杨克瀚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2/26
蔡智楷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9/16
陆信臻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7/30
孟泰戈林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8/1/8
陈思翰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7/1/22
蒋钟越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7/11/8
时霖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7/8/20
孙涵阳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7/10/8
秦朗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8/9/28
薛泽皓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7/11/9
朱子弘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8/5/25
陈锦禾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9/20

范珺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7/5
薛奕君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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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参赛单位 出生日期

儿童U10男子佩剑个人

卜梓桀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7/5/12
蔡智杰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7/6/21
张心一 大众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击剑队 2007/5/21
高优祺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7/7/6
李俊奇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7/12/18
刘禄洋 大众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2007/2/10
杜鸿儒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4/11
石天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7/7
许涵予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5/2
姚智博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1/18

儿童U10男子佩剑团体
戴佳仁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8/9/5
秦睿涵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8/15
范家畯炘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7/8/10

儿童U10男子重剑个人

温天睿 大众 北京合联胜击剑运动中心 2007/9/22
宋余中阳 大众 北京凯旋击剑俱乐部 2008/1/15
李浩宇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7/1/13

姚晨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7/8/4
祝嘉蓬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7/3/8
黄文澎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7/12
姜云耀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8/19
王蕴宸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8/6/16
伍辰玮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10/22

冯文涛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7/10/17
靳明栋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8/6/2
刘智昊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7/5/12
谌俊儒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8/4/15
郭家晔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3/18
刘芷竹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9/12

钱相锦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8/6
石镇宇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7/14
张特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1/15
王闻毅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12/30
居飞宇 大众 苏州勇士击剑俱乐部 2007/8/23
张运将 大众 苏州勇士击剑俱乐部 2008/9/21
陈德安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9/11
白宇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10/6
柳皓洋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10
王昊轩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4/5
闻浩然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5/3
吴宇涵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6/25
赵天聪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23

儿童U10男子重剑团体

王浩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8/8/26
李小龙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8/6/1
刘彦琪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7/5/18
唐锦浩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7/7/26
邹天赐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1/19

邹天意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1/19
何睿阳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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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参赛单位 出生日期

儿童U10男子重剑团体

杨米乐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8/2/29
姚宇轩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7/8/22

儿童U10女子花剑个人

赵思彤 大众 北京傲鹏青少年击剑培训中心 2007/10/29
丁伊可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8/1/10
申晨懿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3/9
张思琪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5/26
郑琴鹏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7/10/5
崔希妍 大众 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2008/6/27
吕琛希 大众 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2007/2/9
王悦慈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8/2/22

刘珈琪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7/11
张云嘉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9/14
庄馨逸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9/9/9
胡圆媛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8/8/25
夏悠洋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8/11/11
张曦晴 大众 深圳市领绅击剑俱乐部 2008/2/12

赖颖嘉 大众 深圳万国福田击剑俱乐部 2007/6/29
吕佳伊 大众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2007/4/16
吴悦琪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5/29
张薷云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8/23
付婉宁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19
李佳乐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4/22

王若秋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8/11/29
王若瑶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4/20
徐舟隽如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11/28
章晋宜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8/1/10

儿童U10女子花剑团体

王慧恩 大众 北京傲鹏青少年击剑培训中心 2008/8/19
蔡若琳 大众 南京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2007/7/9

程思韵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8/4/1
王希嘉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8/10/16

儿童U10女子佩剑个人

李春利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7/3/3
刘禧韵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8/1/30
许乐乐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6/15
沈依依 大众 上海名剑击剑俱乐部 2007/7/6
杭梦楠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7/3/19
刘相如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5/17
王乙惠 大众 上海尚剑击剑俱乐部 2008/11/9
陈可言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7/7/2
黄子馨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7/5/8
毛可萱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8/12/10
孙怡宁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7/10/7
于越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2/12
何葭宜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8/4/14
疏彤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7/10/1
虞乔恩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8/1/13
刘可欣 大众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击剑队 2007/5/25

孙可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7/6/12
王艺凝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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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参赛单位 出生日期

儿童U10女子佩剑个人

常枝蕊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12/5
刘蓦然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7/16
张楚唯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11/22

儿童U10女子重剑个人

胡歆雨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8/7/26
叶雯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7/2/15
屈卓颖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8/8/4
涂璨依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7/4/23
蔡匀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8/1/27
成佳宜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8/2/3
杜欣冉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7/4/30

郎曼妮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7/1/31
沈依卓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7/11/12
孙绮萱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7/3/6
王乐诗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7/11/29
奚恩霖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7/2/22
张一灵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7/9/26

米澜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5/10
卢心昕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7/2/23
魏子茹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8/1/1
陆於遥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4/28
殷悦馨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7/1/31
顾玳玮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8/1/1

邓卓茜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12
邓卓茵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12
石琛兰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7/23
孙上和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6/14
谢云童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7/3/5

儿童U10女子重剑团体
刘婧琪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8/3/12

张晶颖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7/1/25

儿童U12男子花剑个人

毕家鸣 大众 北京金升龙潭击剑俱乐部 2005/9/14
皇甫浩然 大众 北京金升龙潭击剑俱乐部 2006/2/16
林星汉 大众 北京金升龙潭击剑俱乐部 2005/1/24
陈铧超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1/3
胡晋晗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8/17
梁文希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3/19
林杨冬杰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1/19
耿熙凯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6/8/15
孙怀宇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4/23
赵奕涵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1/8
林镇川 大众 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击剑队 2006/7/20
吴丹予 大众 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击剑队 2005/2/28
吴旭轩 大众 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击剑队 2006/1/21
顾宇昂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6/9/16
陆晨阳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7/25
李昊宸 大众 深圳万国福田击剑俱乐部 2006/11/13
林曦龙 大众 深圳万国福田击剑俱乐部 2006/12/5

王昭霆 大众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2005/1/13
谢怀诚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5/3/30



2016-2017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骨龄测试名单

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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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U12男子花剑个人

陈昶豪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29
田辙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4/7
邓为先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5/21
顾立中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2/30
关天行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0/31
何宇峥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1/22
李昱含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8/9
张朝阳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5/27

儿童U12男子花剑团体
肖家灏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6/6/17
辛佑安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5/9/13

儿童U12男子佩剑个人

古宇彬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5/12/21
李森森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2/10
李源钰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1/20
刘斯宇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8/23
吴孟柯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2/22
郑戈予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6/4/2

高逸晨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1/28
韩睿樷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1/12
傅誉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10/13
徐知鱼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3/2
朱子皓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6/16
朱景琦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5/7/31

澄田一树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9/30
黄天泽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9/20
秦峰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12/25
张乐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5/6
高智成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5/1/20
李子涵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5/4/17

徐子贤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5/4/19
刘津溥 大众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击剑队 2005/1/17
徐浩轩 大众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击剑队 2006/5/1
陈沁泽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5/6/1
季与哲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5/8/23
罗天卓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8/22
王骏奇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7/29
杨思琦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2/20

儿童U12男子佩剑团体

潘以诺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6/1/27
张赫奇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5/5/24
李斐然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6/10/24
徐济元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5/2/16
顾杰武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6/9/13
顾逸飞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6/11/10
胡省奇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5/6/17
孙晨曦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6/1/20

儿童U12男子重剑个人

李东旭 大众 北京市击剑运动协会 2006/5/28
周润达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4/1

李若渝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5/16
尹天乐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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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参赛单位 出生日期

儿童U12男子重剑个人

冯杰尧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4/7
张航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10/12
陈崔康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12/30
徐其奥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5/19
张俊杰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2/23
赵明浩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4/10
卢滨 大众 沈阳和平区剑毅击剑俱乐部 2005/11/24
沈亦成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5/11/29
杨皓天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5/7/4
沈晨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5/8/17

叶宗鑫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6/1/14
李廷源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4/21
曾梓轩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3/10
郭珺翔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5/16
梁瀚文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6/5

儿童U12男子重剑团体

戴绍睿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10/10

王思惟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8/6
张玮培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6/11/14
苏译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5/8/31

儿童U12女子花剑个人

熊瑶 大众 艾鲁特国际击剑培训中心 2006/2/2
陈欣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5/31
焦恩祺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6/1/18

李诗彤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2/12
庄昕怡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4/15
李泽萱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6/1/12
钱佳雨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6/14
孙一鸣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6/15
孙一格 大众 南京容诚誉达击剑运动中心 2005/2/28

丁乐佳 大众 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击剑队 2005/5/8
王欣然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11/10
徐茹云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3/18
陈雨怡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6/7/8
赖扬帆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6/4/7
马培娜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5/2/3
朱琳琳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6/11/3
汤瑷嘉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6/9/14
丛佩慈 大众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2006/5/8
刘嫒谦 大众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2005/8/26
王欣钰 大众 苏州艾鲁特击剑俱乐部 2005/7/26
华笑凡 大众 苏州壹伍击剑俱乐部 2005/6/10
石欣禾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8/4
王佳修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8/24
张涵宁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5/17
张沐阳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1/24
张燕辉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6/15

儿童U12女子花剑团体 冯杰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6/9/30

儿童U12女子佩剑个人

刘璨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6/9/15
张骞水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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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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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U12女子佩剑个人

单艺梵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6/4/10
王璐涵 大众 上海名剑击剑俱乐部 2005/3/5
叶筱樾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6/10/30
陈诗雨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6/1/14
甘雨来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6/2/21
郁镁俪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7/27
毛玥玥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4/14
吴涵玥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2/23
张佳滢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1/10
陈梓轩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5/10/19

盛依然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5/9/1
张佳音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6/11/28
曹斯雯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6/2
陈奕婷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4/28
钱景欣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6/1/12
李思齐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6/2/19

臧佳霖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5/2/22
崔玉如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6/2
马有仪 大众 无锡锐锋击剑俱乐部 2005/2/25

儿童U12女子佩剑团体 陶莹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10/4

儿童U12女子重剑个人

梁元丰 大众 北京宝虹天皇家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5/2/17
陈元熹 大众 北京飞鹰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6/1/1

辛羽祺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6/3/22
方溪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5/6
黄惠霞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4/1
简文静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5/7/22
韩昀孜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6/4/10
朱廖琦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6/2/18

李昀凌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11/28
王婧怡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5/6/29
王如昱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6/2/10
朱乐怡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6/3/4
陈馨 大众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2006/9/4
李婉格 大众 上海青浦区击剑队 2006/9/6
贾馨玥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6/9/29
郑婷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4/27
单卫珍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6/2/3
童乂熠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6/7/9
杨亦玟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5/3/20
崔天格 大众 沈阳市大东区全民健身管理中心击剑队 2005/6/18
许馨予 大众 沈阳市大东区全民健身管理中心击剑队 2005/3/18
王思文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6/10/20
任星云 大众 天津和平世博击剑运动俱乐部 2005/9/19
 车京美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14
丁嘉禾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2/20
董长昕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9/21

芦诗淇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12/19
史一诺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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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 姓名
运动员
类型

参赛单位 出生日期

儿童U12女子重剑个人

王依娜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6/3/30

儿童U12女子重剑团体

刘家昕 大众 上海皇嘉击剑俱乐部 2006/3/30
曹羽 大众 上海市奉贤区击剑队 2006/3/20
丁欣妍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5/10/8
杨岚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5/11/7
张佳雯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6/9/10
张静静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6/7/3

少年U14男子花剑个人

孙长生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3/16
李炜晟 大众 晋江远华中学击剑队 2004/5/9
阮肇羽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4/8/20

马兆隆 大众 上海亮剑击剑俱乐部 2003/6/28
蒋言 大众 上海青浦区哈灵击剑俱乐部 2004/7/28
李允珩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4/4/22
刘伯洋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4/10/27
杨光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4/9/29
顾思崧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4/5/12

唐崇皓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4/9/15
马天阙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4/6/1
孙健文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3/7/8
杨心明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4/2/18
罗天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5/19

少年U14男子花剑团体
张智腾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8/10

李钒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4/10/16

少年U14男子佩剑个人

郝烨铭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4/1/20
周子杰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3/3/16
孙伟力 大众 江苏雪荷飞蓝击剑俱乐部 2003/7/4
魏国兴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4/1/24
姚文韬 大众 上海名剑击剑俱乐部 2004/3/18

池亦然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4/11/5
潘家乐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4/9/28
陈佳玺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7/24
唐安正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12/11
吴琦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8/9
徐英琦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4/22
马璟璘 大众 上海市黄浦区黄浦少体校击剑队 2004/12/18
陈雨龙 大众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击剑队 2004/11/12
陈宇帆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4/9/7
毛呈奕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4/11/23
孙靖周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3/4/2
刘圣威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11/27
梁胤峰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3/2/26
孟家润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3/16
张瀚文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5/22

少年U14男子佩剑团体 杨昀泽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4/10/29

少年U14男子重剑个人

李昂 大众 北京凯旋击剑俱乐部 2004/11/4
柯均垚 大众 晋江远华中学击剑队 2004/10/6

苏鑫源 大众 晋江远华中学击剑队 2004/3/7
王志斌 大众 晋江远华中学击剑队 200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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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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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U14男子重剑个人

吴宇哲 大众 上海名剑击剑俱乐部 2003/6/5
黄宇轩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4/3/18
徐厚坤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4/7/12
黄朝阳 大众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击剑队 2004/5/8
杨靖哲 大众 上海徐汇区零陵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击剑队 2003/11/27
张扬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4/12/8
翁源哲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4/8/16
陈德朗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10/27
王涵铄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3/2/15
向弘毅 大众 万国击剑广州海珠训练中心 2003/10/24

少年U14男子重剑团体

林睿澍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2/27
徐仁杰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6/7
庄翼阳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3/8/18
刘雅文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4/11/13
王嘉禾 大众 天津市海河中学击剑队 2004/7/9

少年U14女子花剑个人

童洣雪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4/7/15

程芳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3/1/26
汪训涵 大众 老山击剑俱乐部 2004/10/1
顾雨佳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4/11/3
刘思媛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4/11/16
罗紫文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4/2/9
李孜荻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4/1/17

马欣萌 大众 四川嘉爵击剑俱乐部 2003/1/24
梁斯卉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4/11/3
沈钰玲珑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12/9
陈诗杭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3/11/28
王诗航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2/11
杨弋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5/4/5

林之乔 大众 万国击剑广州海珠训练中心 2003/9/22
少年U14女子花剑团体 吴子烨 大众 万国击剑广州海珠训练中心 2006/12/11

少年U14女子佩剑个人

高嘉悦 大众 北京凯旋击剑俱乐部 2003/1/28
邓笑甜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3/7/12
金雯君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6/5
罗得意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3/11/24
潘品安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4/2/25
张铭瑄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4/11/9
郑珊珊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4/10/18
董红悦 大众 天津市滨海新区谭雪王敬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4/10/20
周恩琳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4/6/24
陈尚灵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6/7
刁晗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3/1/7
林临一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2/2
汪子钰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6/25

少年U14女子重剑个人

昝茜文 大众 北京同心伟业朝体天一击剑俱乐部 2003/1/7
祝洺 大众 北京中搏飞扬击剑俱乐部 2004/7/14
许苇然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1/29

何臻善 大众 江苏雪荷飞蓝击剑俱乐部 2003/1/16
徐蕾 大众 青岛润东击剑俱乐部 200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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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U14女子重剑个人
董怡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3/7/11
王润慈 大众 上海名剑击剑俱乐部 2004/2/27
张怡然 大众 上海荣贵先万国击剑运动中心 2004/7/9
黄江宁 大众 苏州工业园区佐罗击剑俱乐部 2004/1/15
沈金懿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4/9/12
黄韻恬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3/6
李默澜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3/10/4

少年U14女子重剑团体
许苇然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1/29
李泓桦 大众 上海剑缘击剑俱乐部 2005/8/22

少年U16男子花剑个人

何乐 大众 北京击剑队 2004/2/19

马博卿 大众 北京击剑队 2002/10/30
兰志鑫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2/2/27
刘颖杰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2/9/6
黄林泉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1/1/26
刘钦汇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4/6/4
张伟松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2/2/14

肖宇辰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2/3/14
蔡金珲 大众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2004/8/23
孙弘旭 大众 沈阳静峰击剑俱乐部 2001/3/20
马宜霖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4/7/30
张宇昊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1/2/25

少年U16男子佩剑个人

侯帅 大众 北京奥扬击剑俱乐部 2002/9/16

王傲 竞技 北京击剑队 2001/6/21
袁悦 竞技 北京击剑队 2002/3/12
黄泽鑫 大众 广州市天河区击剑协会 2002/8/6
李天啸 大众 上海砺锋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2/8/13
王一哲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1/10/24
张明恩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2/6/17

李子乔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4/22
余款 大众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2001/8/20
江亦江 大众 苏州张莹国际击剑俱乐部 2002/3/16
郎文祺 竞技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1/3/3
茅仲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2/4/30
杨思瑞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2/10/18
禹航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2/1/8

少年U16男子佩剑团体 孙涵之 大众 上海盛力瑛才击剑俱乐部 2002/6/15

少年U16男子重剑个人

包哲宁 竞技 北京击剑队 2001/7/6
池商海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1/2/24
江毅建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1/11/25
李志炜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1/4/10
余俊杰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2/4/15
温杭鸿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1/7/31
余仁斌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1/12/22
叶沛卿 竞技 江苏击剑队 2001/4/23
朱正宇 竞技 江苏击剑队 2001/2/8
孙屹磊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2/1/17

凌川宙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2/7/27
陆方舟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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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U16男子重剑个人

沈智成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1/12/4
宋宇航 大众 苏州陆琪击剑俱乐部 2002/11/27
香宏澔 大众 万国（广州）国际击剑运动中心小西关训练基地2002/10/22
富博涵 大众 万国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4/2/16

少年U16男子重剑团体 许哲坤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1/7/6

少年U16女子花剑个人

孟繁祺 竞技 北京击剑队 2002/10/31
王英璎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1/9/3
吴佳蔚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2/8/3
林晓湄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1/5/25
朱亚玲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1/7/12

吴思琪 大众 汕头市龙湖区金涛小学击剑队 2004/7/6
倪佳韵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1/1/19
沈思敏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2/9/30
张敏萱 大众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2002/4/23
范琳娜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1/4/3
赵瑞丹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3/5/24

少年U16女子花剑团体

郑婕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2/4/26
陈静怡 大众 江苏击剑队 2003/9/17
倪丹 竞技 江苏击剑队 2002/4/17
周倩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2/1/21

少年U16女子佩剑个人

迟康百合 大众 青岛鲁龙击剑俱乐部 2004/7/22
王晶 大众 青岛鲁龙击剑俱乐部 2001/11/20

刘彬淑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1/12/26
倪妮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2/9/5
张颖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1/4/20
曹晨蕾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2/11/29
黄蕾 大众 上海世纪新星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2/9/21
林桢荣 大众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2003/9/26

钱雯怡 大众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队 2004/12/1
宋雯旭 大众 万国（深圳）国际击剑训练中心 2002/1/2

少年U16女子佩剑团体 曹轶辰 大众 上海市宝山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7/5

少年U16女子重剑个人

马昱琨 竞技 安徽击剑队 2002/6/26
唐君瑶 竞技 安徽击剑队 2003/8/10
王君瑶 竞技 安徽击剑队 2001/11/7
陈宝金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1/11/25
陈翠艳 大众 福建击剑队 2001/4/18
郑程仪 竞技 福建击剑队 2001/3/28
吕冰冰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3/7/12
郑玮钰 大众 福建雄沁国际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002/4/25
丁叶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2/2/7
沈尹洁 竞技 上海击剑队 2002/1/16
陶杨雯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2/10/29
罗佳蕾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10/1
张婷 大众 上海市普陀区少儿体校击剑队 2004/12/18
戈小雪 大众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击剑队 2004/11/27
张翊婕 大众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击剑队 2004/11/25

少年U16女子重剑团体
于梦雪 竞技 北京击剑队 2002/7/16
谢欣宇 大众 上海击剑队 200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