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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总分表 
 

名次 代表队 得分 代表队 得分 

第一名 杭州泳协一 334 福州外滩 22 

第二名 衢州泳协 235 瑞安太阳 22 

第三名 淳安泳协 202 上海悠泳 22 

第四名 杭州泳协二 166 松花江泳协 22 

第五名 武进冬协 105 张家界泳协 21 

第六名 义乌泳协 101 五步岭冬泳 20 

第七名 诸暨向阳 84 诚德冬协 19 

第八名 杭州冬协 79 霍邱泳协 18 

  

  

  

  

  

  

  

  

  

  

  

  

  

  

  

  

  

  

  

  

  

  

  

  

  

  

  

  

  

  

  

  

海曙冬协 76 盘锦冬协 18 

铜陵冬协 59 永安冬协 18 

宁波健健 57 中山一中 18 

北京冬俱 55 长兴泳协 17 

合肥泳乐 55 汝州泳俱 16 

奉化泳协 52 蕉城冬协 15 

南京鲨鱼 50 漳浦泳协 15 

苍游 1+1 46 澳門總會 14 

枣庄冬协 45 西湖晨泳二 14 

桐庐泳协 44 旬阳汉江 14 

黄岩悠泳 43 平凉冬协 13 

周口泳协 41 丰城冬协 12 

金华泳协 40 太和泳协 12 

西湖晨泳一 34 壶山冬泳 10 

盐城冬协 32 福鼎泳协 9 

诸暨泳协 32 嘉善泳协 9 

遂昌冬协 31 沂河冬俱 9 

慈溪飞鱼 30 灌云泳协 8 

萍乡火车头 29 亳州冬协 7 

平阳通乐 27 池州泳协 6 

淄博泳协 27 瑞安江南 6 

江阴长江 26 庄子泳协 6 

乐平泳协 26 岱山冬泳 5 

孝感泳协 26 武冈冬协 5 

浦城泳协 25 新余冬协 5 

吴兴泳协 25 深圳飞鱼 3 

建德冬协 24 海盐泳协 2 

青阳泳协 24 湖头冬协 2 

台州泳协 24 莆田涵江 2 

义乌登峰 24 襄阳泳协 1 

苏州泳俱 23 郑州冬协 1 

项城冬协 23    



 

男子 18-3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师蕴哲 中山一中 15:14.81 1 
 

高博 苏州泳俱 22:29.44 

任中杰 南京鲨鱼 15:23.25 2 
 

沈寅杰 苏州泳俱 22:38.18 

马其策 宁波健健 16:55.84 3 
 

孙鹏 盘锦冬协 22:40.28 

沙鑫煜 杭州泳协一 17:10.96 4 
 

黄远信 杭州泳协一 22:43.25 

张士杰 杭州泳协一 17:13.81 5 
 

梁建军 奉化泳协 23:11.53 

陈思昊 杭州泳协一 18:50.08 6 
 

余永义 建德冬协 23:16.81 

缪泽杰 宁波健健 18:59.85 7 
 

周庆斌 建德冬协 23:33.40 

曲鹏 中山一中 19:16.40 8 
 

王鑫洋 奉化泳协 23:34.50 

蒋迪 黄岩悠泳 19:58.10 
  

刘学森 福州外滩 23:53.07 

包坚鹏 台州泳协 20:20.46 
  

戚龙伟 盐城冬协 23:54.90 

柳传奇 杭州泳协一 21:17.56 
  

汪涛涛 奉化泳协 23:58.14 

王骏聪 杭州泳协一 21:29.48 
  

丁思瑞 孝感泳协 23:58.54 

杨勇 江阴长江 22:12.54 
  

陈冬冬 孝感泳协 24:01.46 

胡熹圭 奉化泳协 22:27.79 
  

周明昊 铜陵冬协 24:06.57 

        

        
男子 35-4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陳民彬 澳門總會 16:37.04 1 
 

程满龙 周口泳协 23:16.06 

戴君俊 杭州泳协一 18:58.44 2 
 

付俊财 宁波健健 23:18.14 

郑斌 杭州泳协一 19:57.16 3 
 

朱建华 义乌泳协 23:18.86 

滕成锋 淳安泳协 20:43.45 4 
 

刘岳 南京鲨鱼 23:28.06 

潘逍峰 淄博泳协 20:47.62 5 
 

余黎贵 淳安泳协 23:31.86 

杨绍丰 义乌登峰 21:14.01 6 
 

夏在新 合肥泳乐 23:40.90 

马勇 杭州泳协一 21:36.96 7 
 

吴灵伟 衢州泳协 23:42.00 

俞立峰 杭州泳协一 22:00.81 8 
 

洪世华 衢州泳协 23:46.03 

应杰 杭州泳协一 22:01.44 
  

倪维笑 苍游 1+1 23:47.05 

王长征 宁波健健 22:02.93 
  

方晓明 建德冬协 23:47.24 

曾建辉 壶山冬泳 22:05.33 
  

庄财景 义乌登峰 23:48.00 

王晖 苏州泳俱 22:07.43 
  

傅国柱 奉化泳协 23:53.87 

凌鹏 奉化泳协 22:07.98 
  

彭立平 合肥泳乐 23:58.21 

林健 壶山冬泳 22:08.35 
  

何辉洁 衢州泳协 24:06.05 

俞永丰 海曙冬协 22:08.43 
  

林香龙 苍游 1+1 24:10.01 

徐伟华 苏州泳俱 22:19.58 
  

陈钢 长兴泳协 24:12.17 

廖军 新余冬协 22:27.34 
  

涂国林 苍游 1+1 24:30.06 

梁兴广 丰城冬协 22:28.83 
  

解超鹏 项城冬协 24:31.01 

蒋斌 苏州泳俱 22:29.28 
  

叶泽民 义乌登峰 24:40.08 

邵勇兵 淳安泳协 22:41.06 
  

董建宇 瑞安太阳 25:02.23 

王栋 海曙冬协 22:41.08 
  

邱惠斯 萍乡火车头 25:20.00 

黄伟 宁波健健 22:45.00 
  

郑晓华 衢州泳协 25:27.06 

金进顺 平阳通乐 22:58.33 
  

刘海滨 萍乡火车头 25:30.09 

徐航 诸暨向阳 23:12.43 
  

叶凯 瑞安太阳 25:36.23 

毛泽军 诸暨向阳 23:14.40 
  

袁超 宁波健健 25:37.17 

        

        



男子 45-5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刘纯祐 奉化泳协 18:32.60 1 
 

莫明康 浦城泳协 23:13.13 

叶敏 杭州泳协一 19:10.09 2 
 

樊惠 衢州泳协 23:15.05 

邵同高 武进冬协 19:36.00 3 
 

陈建钧 建德冬协 23:17.29 

胡智灵 淳安泳协 20:04.26 4 
 

任江南 奉化泳协 23:20.50 

朱陈行 杭州冬协 20:04.82 5 
 

方林冲 庄子泳协 23:23.03 

徐力 海曙冬协 20:11.00 6 
 

沈阳 吴兴泳协 23:25.38 

黄国定 杭州泳协一 20:23.37 7 
 

王金鹏 宁波健健 23:27.50 

金维中 杭州泳协一 20:25.57 8 
 

李宇东 浦城泳协 23:33.50 

豆水平 长兴泳协 20:57.07 
  

于锐 建德冬协 23:43.09 

白洪亮 平阳通乐 20:59.50 
  

祝斌 衢州泳协 23:53.01 

郑世锋 永安冬协 21:00.96 
  

金坚强 义乌泳协 23:53.54 

章新伟 淳安泳协 21:04.45 
  

蔡军 铜陵冬协 23:54.53 

唐雄庆 武进冬协 21:13.10 
  

郑祥机 福州外滩 23:57.34 

徐卓 杭州泳协二 21:22.21 
  

牛波 合肥泳乐 23:57.56 

顾光辉 海曙冬协 21:24.32 
  

陈光明 义乌泳协 23:57.60 

周建校 宁波健健 21:25.30 
  

王建祥 衢州泳协 23:58.06 

王炳良 宁波健健 21:28.30 
  

杨作林 义乌泳协 24:00.25 

张伟正 北京冬俱 21:39.09 
  

金其孝 平阳通乐 24:02.66 

孙杭军 桐庐泳协 21:57.06 
  

徐錫棠 澳門總會 24:03.44 

陈杰 枣庄冬协 21:58.44 
  

张家军 平阳通乐 24:04.66 

郭启伟 新余冬协 21:59.51 
  

何彬 庄子泳协 24:06.00 

刘昱峰 海曙冬协 22:00.48 
  

王卫平 池州泳协 24:07.84 

梅占群 铜陵冬协 22:16.07 
  

何俊刚 铜陵冬协 24:11.49 

陈建波 诸暨向阳 22:21.54 
  

王梅来 沂河冬俱 24:11.85 

蔡兴明 衢州泳协 22:35.00 
  

孙利军 沂河冬俱 24:14.45 

张学亮 盘锦冬协 22:46.09 
  

吕志宏 衢州泳协 24:15.06 

曹明召 海曙冬协 22:48.12 
  

王强 合肥泳乐 24:16.01 

丁建良 杭州泳协二 22:48.53 
  

仇承德 建德冬协 24:16.51 

孙希勇 衢州泳协 22:50.01 
  

陈琦云 衢州泳协 24:19.00 

林健 海曙冬协 22:55.85 
  

洪正涛 衢州泳协 24:21.00 

杜泉 南京鲨鱼 22:57.70 
  

李坚 平凉冬协 24:24.01 

郭琪 盐城冬协 22:58.64 
  

杨伟 武进冬协 24:27.60 

周磊 铜陵冬协 23:05.84 
  

周华锋 浦城泳协 24:30.09 

胡九大 铜陵冬协 23:06.96 
  

李建国 项城冬协 24:30.45 

周勇 庄子泳协 23:09.00 
  

彭剑 武进冬协 24:33.10 

阮祖光 武进冬协 23:10.60 
  

汪培军 奉化泳协 24:40.40 

梅雁黔 江阴长江 23:12.00 
  

贺运祥 萍乡火车头 24:50.21 

        

        



男子 55-60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宗文康 南京鲨鱼 11:19.51 1 
 

任联社 杭州泳协二 14:57.54 

薛建中 武进冬协 12:49.91 2 
 

许益生 衢州泳协 15:02.40 

邢跃生 杭州泳协一 12:54.25 3 
 

张云平 盐城冬协 15:03.45 

惠明 杭州泳协一 13:30.19 4 
 

陈异凡 合肥泳乐 15:05.59 

柴卫星 福州外滩 13:33.91 5 
 

毛云康 奉化泳协 15:06.09 

张敏 杭州冬协 13:38.84 6 
 

潘德明 杭州泳协一 15:15.58 

沈健康 吴兴泳协 13:39.40 7 
 

陈春华 盐城冬协 15:16.15 

姚为民 杭州泳协一 13:41.75 8 
 

陈国法 淳安泳协 15:17.78 

何忠庆 江阴长江 13:44.93 
  

陈祥龙 五步岭冬泳 15:25.34 

于洪 杭州泳协一 13:46.59 
  

和嘉鸣 北京冬俱 15:37.07 

葛坚平 北京冬俱 14:07.70 
  

鲁永力 淄博泳协 15:54.15 

李明 杭州泳协一 14:09.49 
  

陈建华 衢州泳协 16:00.96 

倪俊峰 杭州泳协二 14:13.96 
  

仇鸿江 盐城冬协 16:01.64 

谢云 杭州泳协一 14:25.69 
  

薛赞钦 蕉城冬协 16:26.83 

裴洪军 诸暨向阳 14:35.83 
  

汤琳 盘锦冬协 16:31.34 

徐国良 海曙冬协 14:38.53 
  

董海强 杭州冬协 16:32.02 

曹彩祥 五步岭冬泳 14:43.57 
  

汪国漉 海曙冬协 16:32.96 

李萌华 杭州泳协一 14:49.96 
  

王礼森 杭州冬协 16:54.94 

蒋积林 铜陵冬协 14:53.09 
  

崔建新 丰城冬协 16:55.60 

郑洪忠 北京冬俱 14:57.30 
     

        

        
女子 18-3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陶巍 杭州泳协一 19:33.84 1 
 

谈春怡 苏州泳俱 27:54.45 

应未未 宁波健健 21:48.08 2 
 

冉慧 杭州泳协一 28:39.18 

郑琳 奉化泳协 23:04.52 3 
 

郑晓珍 衢州泳协 28:48.58 

杜梦杰 杭州泳协一 23:51.27 4 
 

吴雪 南京鲨鱼 29:36.26 

凌洁 铜陵冬协 24:01.21 5 
 

胡梦清 宁波健健 30:37.86 

李琼 衢州泳协 27:25.89 6 
 

吴倩丽 杭州泳协一 32:12.52 

王佳楠 黄岩悠泳 27:33.14 7 
 

梅嘉赟 长兴泳协 32:45.34 

龙凤 杭州泳协一 27:36.77 8 
 

宋翠 杭州泳协一 33:32.77 

        

        
女子 35-4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邵飞 诸暨向阳 16:37.40 1 
 

杨井霞 江阴长江 26:01.70 

兰卓红 杭州泳协一 18:29.80 2 
 

邵学春 杭州泳协二 26:58.80 

金维佳 杭州泳协一 20:23.60 3 
 

朱素芳 杭州泳协二 26:59.20 

张俊洲 杭州泳协一 20:47.50 4 
 

夏芹 衢州泳协 26:59.50 

徐文萍 淳安泳协 21:37.00 5 
 

潘艳丽 孝感泳协 27:01.10 

苗春蕾 旬阳汉江 24:00.70 6 
 

丁小平 杭州泳协二 27:08.90 

孙晶晶 建德冬协 24:39.50 7 
 

方玉莲 海曙冬协 27:11.20 

靳爽 淄博泳协 25:33.00 8 
 

鲁星荧 杭州泳协一 27:19.80 



        

        
女子 45-54岁 2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沈秀华 杭州冬协 21:33.28 1 
 

房迎庆 枣庄冬协 26:13.14 

陈晓 诸暨向阳 22:19.89 2 
 

周萍 杭州泳协二 26:15.56 

周维吉 武进冬协 22:23.40 3 
 

李路 台州泳协 26:28.76 

周华丽 诸暨向阳 23:33.71 4 
 

彭莉 杭州泳协一 26:31.95 

谭灵慧 张家界泳协 23:37.45 5 
 

黎蓉 衢州泳协 27:00.01 

朱真 苏州泳俱 23:45.25 6 
 

应有菊 淳安泳协 27:06.86 

陈彤 上海悠泳 25:16.12 7 
 

花金妹 盐城冬协 27:09.41 

余晓梅 永安冬协 25:17.06 8 
 

田红华 淳安泳协 27:35.84 

王清 北京冬俱 25:20.12 
  

胡冰冰 长兴泳协 27:40.10 

钱小红 淳安泳协 25:28.61 
  

毛建明 衢州泳协 27:44.69 

张亚萍 建德冬协 25:39.87 
  

柴颖红 衢州泳协 27:45.38 

马建花 杭州泳协一 25:57.56 
     

        

        
女子 55-60岁 1000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王霞萍 海曙冬协 14:58.09 1 
 

刘安荣 淳安泳协 16:36.04 

王华英 诸暨向阳 15:22.85 2 
 

厉丽娟 杭州冬协 16:57.06 

吕宝华 北京冬俱 16:02.02 3 
 

王新军 杭州泳协一 17:11.04 

张壮兰 枣庄冬协 16:04.05 4 
 

陆静静 海曙冬协 17:22.07 

胡红英 建德冬协 16:07.01 5 
 

宋金敏 永安冬协 17:29.08 

施利芬 杭州泳协二 16:17.04 6 
 

宋东梅 枣庄冬协 17:41.01 

盖敏 杭州冬协 16:21.08 7 
 

毛岭萍 杭州泳协二 18:19.02 

林亚君 海曙冬协 16:23.0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