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系列赛烟台站

成绩公告表
男子 专业组 4x800米 2018-10-28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成绩

1 1 武博辰 内蒙古  00:11:44.90

2 2 毕  成 辽  宁  00:11:52.59

3 5 葛世凡 上  海  00:12:04.09

4 4 俞源浩 上  海  00:12:33.04

5 3 毕清源 辽  宁  00:12:40.05

6 7 王锦名 上  海  00:12:45.56

7 15 贾传斌 陕  西  00:13:09.49

8 12 郝志文 广  西  00:13:09.94

9 8 冯卓锐 江  苏  00:13:10.21

10 14 谢玉山 陕  西  00:13:11.66

11 9 王金铭 山  东  00:13:11.81

12 13 李元坤 广  西  00:13:26.87

13 11 孙  琪 湖  北  00:13:27.38

14 10 陈  琰 山  东  00:13:33.84

15 6 贺英杰 上  海  00:14:38.18



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系列赛烟台站

成绩公告表
女子 专业组 4x800米 2018-10-28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成绩

1 22 刘雪婷 辽  宁 00:13:07.47

2 23 厉益嘉 上  海 00:13:34.53

3 21 史韶芳 辽  宁 00:13:36.62

4 24 顾晔雯 上  海 00:14:20.63

5 26 沈梦婷 江  苏 00:14:26.71

6 31 訾  薇 陕  西 00:14:37.74

7 28 吴浩然 山  东 00:14:38.15

8 29 孟  鑫 山  东 00:14:38.33

9 27 于文倩 山  东 00:14:38.54

10 30 韩乐苒 湖  北 00:14:59.45

11 25 戴宜澄 上  海 00:15:11.12



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系列赛烟台站

成绩公告表
男子U16少年组 2x400米 2018-10-28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成绩

1 隋林彤 烟台中心 00:03:36.21

2 陈嘉琦 烟大附中 00:03:39.50

3 王之正 烟台中心 00:03:40.69

4 陈子阳 烟台中心 00:03:44.67

5 李柏霖 烟台中心 00:03:51.10

6 贾昊霖 烟台中心 00:03:51.64

7 周天宇 烟台中心 00:03:52.05

8 江笑宇 莱跑吧 00:04:09.86

9 彭昱为 烟大附中 00:04:16.54

10 兰昱德 烟台中心 00:04:19.47

11 王小宁 烟大附中 00:04:20.28

12 孔祥彬 烟大附中 00:04:32.14

13 吴  芃 烟大附中 00:04:34.67

14 王兴俊 烟大附中 00:04:34.74

15 闫永坤 烟大附中 00:04:37.07

16 董浩岩 烟台中心 00:04:38.43

17 吕坤航 烟大附中 00:04:39.64

18 任天幸 烟大附中 00:04:42.28

19 郑泳豪 烟大附中 00:04:42.54

20 邹彬鸿 烟大附中 00:04:46.26

21 李佳禾 烟大附中 00:04:50.21

22 崔双丞 烟大附中 00:04:53.30

23 宫晓宇 烟大附中 00:04:53.57

24 王华骞 烟大附中 00:04:54.26

25 王厚霖 烟台中心 00:04:54.37

26 张胜龙 烟台中心 00:04:55.45

27 周信磊 烟大附中 00:04:55.97

28 许  恪 烟大附中 00:04:55.99

29 孙传斌 烟大附中 00:05:00.13

30 孙  逊 烟大附中 00:05:02.70

31 曹轩诚 烟大附中 00:05:02.98

32 王庆元 烟大附中 00:05:09.55

33 黄俊翔 烟大附中 00:05:09.88

34 孔令宇 烟大附中 00:05:12.10

35 罗荣瀚 烟大附中 00:05:12.23



36 孙子航 烟大附中 00:05:16.24

37 李  军 烟大附中 00:05:16.77

38 崔昊程 烟大附中 00:05:17.71

39 黎俊言 烟大附中 00:05:17.93

40 梁家弘 烟大附中 00:05:20.84

41 韩青恩 烟大附中 00:05:25.35

42 姜  宇 烟大附中 00:05:26.40

43 孙浩文 烟大附中 00:05:28.83

44 岳帅宇 烟大附中 00:05:30.37

45 郝俊峰 烟大附中 00:05:30.95

46 贺彦钧 烟大附中 00:05:34.96

47 胡紫越 烟大附中 00:05:36.11

48 丛浩楠 烟大附中 00:05:38.65

49 杨  睿 烟大附中 00:05:39.54

50 张立宝 烟大附中 00:05:39.86

51 鞠舰辉 烟大附中 00:05:43.57

52 文荣彬 烟大附中 00:05:44.38

53 孙世烨 烟大附中 00:05:44.95

54 郑博远 烟大附中 00:05:44.95

55 王晨旭 烟大附中 00:05:46.90

56 孙明哲 烟大附中 00:05:48.74

57 张松杰 烟大附中 00:05:49.36

58 王金博 烟大附中 00:05:51.42

59 刘永霖 烟大附中 00:05:51.50

60 曹功赫 烟大附中 00:05:51.93

61 刘积昂 烟大附中 00:05:52.07

62 杨翰文 烟大附中 00:05:54.15

63 王洪泽 烟大附中 00:06:03.52

64 王新宇 烟大附中 00:06:06.35

65 姜  雨 烟大附中 00:06:07.03

66 黄  邵 烟大附中 00:06:08.04

67 朱梓轩 烟大附中 00:06:08.31

68 杨允腾 烟大附中 00:06:09.60

69 何健飞 烟大附中 00:06:13.15

70 李柎承 烟大附中 00:06:16.74

71 姜玉清 烟大附中 00:06:17.28

72 盛卓然 烟大附中 00:06:17.33

73 王浩宇 烟大附中 00:06:17.96

74 王伯豪 烟大附中 00:06:22.98

75 郝一臣 烟大附中 00:06:27.77

76 王俊逸 烟大附中 00:06:28.20

77 黄正仪 莱跑吧 00:06:31.51

78 邹全胜 烟大附中 00:06:37.58



79 刘振林 烟大附中 00:06:44.91

80 王  伟 烟大附中 00:07:06.36

81 孙嘉君 烟大附中 00:07:24.26

82 王  洋 烟大附中 00:07:28.54

83 刘奕兵 烟大附中 00:07:28.93

84 吴宸博 烟大附中 00:07:56.24

85 刘瀚钊 烟大附中 00:07:56.97

86 温彦博 莱跑吧 00:09:02.70

王君瑜 烟大附中 弃权

杨镇宇 烟大附中 弃权

王郑旭 烟大附中 弃权

王梓峰 烟大附中 弃权

林宏易 烟大附中 弃权

苏则宇 烟大附中 弃权

李永康 烟大附中 弃权

杨富文 烟大附中 弃权

侯宇翀 烟大附中 弃权

王伟奇 烟大附中 弃权

刘锦赫 烟大附中 弃权

张梦洋 烟大附中 弃权



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系列赛烟台站

成绩公告表
女子U16少年组 2x400米 2018-10-28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成绩

1 于福萍 烟台中心 00:03:27.95

2 王雅鑫 烟台中心 00:03:37.77

3 段知雨 烟台中心 00:03:56.20

4 孙雪妮 烟台中心 00:03:56.68

5 陈欣怡 烟台中心 00:03:57.94

6 李晓卉 烟台中心 00:03:58.46

7 刘佳慧 烟台中心 00:04:00.63

8 滕立群 烟台中心 00:04:00.97

9 李琦琳 烟大附中 00:04:15.25

10 王安琪 烟台中心 00:04:22.59

11 程  诺 烟大附中 00:04:34.31

12 刘  京 烟大附中 00:04:40.43

13 孙子钧 烟大附中 00:04:52.85

14 张园梓 烟大附中 00:04:57.71

15 阚甜甜 烟大附中 00:05:01.19

16 宋  越 烟大附中 00:05:02.16

17 刘宝月 烟大附中 00:05:02.79

18 孔誉洁 烟大附中 00:05:08.45

19 赵文慧 烟大附中 00:05:09.76

20 蒲苇棋 烟大附中 00:05:10.37

21 李辰雨 烟大附中 00:05:11.53

22 李  睿 烟大附中 00:05:14.33

23 江清媛 烟大附中 00:05:15.09

24 宋世琳 烟大附中 00:05:17.18

25 王郡慧 烟大附中 00:05:18.10

26 王佳树 烟大附中 00:05:18.74

27 孙安琪 烟大附中 00:05:19.19

28 何  贤 烟大附中 00:05:19.93

29 刘影瑞 烟大附中 00:05:26.24

30 刘靓颖 烟大附中 00:05:31.03



31 杨  颖 烟大附中 00:05:32.29

32 李心歆 烟大附中 00:05:38.62

33 张恩瑞 烟大附中 00:05:43.04

34 万佳琪 烟大附中 00:05:48.67

35 王玫涵 莱跑吧 00:05:50.84

36 孙  珏 烟大附中 00:05:51.69

37 王雅慧 烟大附中 00:05:55.51

38 刘依彤 烟大附中 00:06:00.02

39 刘昕铭 烟大附中 00:06:03.75

40 吕正航 烟大附中 00:06:07.77

41 马誉铭 烟大附中 00:06:13.47

42 姜明宇 烟大附中 00:06:14.37

43 陈雨蒙 烟大附中 00:06:17.12

44 刘佳琪 烟大附中 00:06:20.13

45 谭欣瑶 烟大附中 00:06:26.71

46 张义天 烟大附中 00:06:27.87

47 张雨涵 烟大附中 00:06:29.04

48 金圣惠 烟大附中 00:06:30.02

49 姜彦彤 烟大附中 00:07:09.82

50 周浩然 烟大附中 00:07:24.14

王  艺 烟大附中 弃权

温  倩 烟大附中 弃权

孙馨露 烟大附中 弃权

于佳卉 烟大附中 弃权

叶子林 烟大附中 弃权

杨欣怡 烟大附中 弃权

付文诺 烟大附中 弃权

杨  睿 烟大附中 弃权

黄婧茹 烟大附中 弃权



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系列赛烟台站

成绩公告表
男子大众组3x400米 2018-10-28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成绩

1 徐启恒 烟大体院 00:05:15.19

2 刘汝发 烟大体院 00:05:17.92

3 付怀金 烟大体院 00:05:24.29

4 张恒帅 烟大体院 00:05:25.58

5 陈衍宇 烟大体院 00:05:26.02

6 刘  畅 烟大体院 00:05:29.53

7 牟浩冉 烟大体院 00:05:31.71

8 张  康 曲师大 00:05:35.03

9 温全福 莱跑吧 00:05:35.19

10 赵新宇 烟大体院 00:05:41.44

11 杨忠義 烟大体院 00:05:42.53

12 王一帆 烟大体院 00:05:43.61

13 徐伟程 烟大体院 00:05:45.47

14 薛金涛 烟大体院 00:05:45.63

15 刘艺钧 烟大体院 00:06:00.85

16 魏茂杰 烟大体院 00:06:04.03

17 马广坤 烟大体院 00:06:05.04

18 张名政 烟大体院 00:06:06.15

19 刘  辉 烟大体院 00:06:07.00

20 郝凯迪 烟大体院 00:06:08.09

21 马  涵 烟大体院 00:06:09.24

22 倪天辉 莱跑吧 00:06:11.07

23 金  岭 烟大体院 00:06:15.37

24 张东伟 烟大体院 00:06:20.30

25 于  涵 烟大体院 00:06:20.38

26 刘世龙 烟大体院 00:06:22.16

27 徐志皓 烟大体院 00:06:25.03

28 邱金铸 烟大体院 00:06:25.68

29 王彪臣 烟大体院 00:06:28.54

30 冯现豪 烟大体院 00:06:28.71



31 李志朋 烟大体院 00:06:37.32

32 王  刚 烟大体院 00:06:42.13

33 王基涛 莱跑吧 00:06:45.54

34 曹勇升 烟大体院 00:06:46.43

35 翟厚斌 烟大体院 00:06:46.50

36 王泽昊 烟大体院 00:06:46.56

37 杨  帆 烟大体院 00:06:46.89

38 李江浩 烟大体院 00:06:47.29

39 牛玉鹏 烟大体院 00:06:47.99

40 刘忠生 烟大体院 00:06:49.88

41 衣延然 烟大体院 00:06:53.27

42 戴遵华 烟大体院 00:07:07.65

43 于泽林 烟大体院 00:07:08.69

44 贾昌杰 烟大体院 00:07:10.37

45 郑善裕 烟大体院 00:07:10.45

46 张友哲 烟大体院 00:07:11.12

47 高健凯 烟大体院 00:07:12.11

48 王子铭 烟大体院 00:07:13.00

49 杨自豪 烟大体院 00:07:13.70

50 谢礼允 烟大体院 00:07:14.82

51 蒋  琪 烟大体院 00:07:15.48

52 鲁克豪 烟大体院 00:07:15.49

53 李冰军 烟大体院 00:07:15.51

54 李俊良 烟大体院 00:07:15.77

55 曹爱学 烟大体院 00:07:16.15

56 于  潇 烟大体院 00:07:21.67

57 李向楠 烟大体院 00:07:25.42

58 张  帅 烟大体院 00:07:29.83

59 李龙浩 烟大体院 00:07:32.57

60 孙浩东 烟大体院 00:07:34.93

61 张  煜 烟大体院 00:07:35.48

62 于忠奕 烟大体院 00:07:37.24

63 李  凯 烟大体院 00:07:45.93

64 张靖泽 烟大体院 00:07:46.29

65 陈  磊 烟大体院 00:07:50.45

66 张春雨 烟大体院 00:07:50.64



67 赵锡哲 烟大体院 00:08:10.81

68 周  统 烟大体院 00:08:11.67

69 杜  宁 烟大体院 00:08:12.37

70 何  晓 烟大体院 00:08:12.92

71 邵  猛 烟大体院 00:08:13.33

72 王同瑶 烟大体院 00:08:13.49

73 张文岳 烟大体院 00:08:13.89

74 丁佳琦 烟大体院 00:08:14.13

75 王建东 烟大体院 00:08:15.38

76 李付玉 烟大体院 00:08:16.66

张国栋 莱跑吧 弃权

刘圣嵩 烟大体院 弃权

杜世元 烟大体院 弃权

王惠东 烟大体院 弃权

李世杰 烟大体院 弃权

张兴光 烟大体院 弃权

王华欣 烟大体院 弃权

李  鹏 烟大体院 弃权

张  帅 烟大体院 弃权

王  彦 烟大体院 弃权

赵治丞 烟大体院 弃权

胡轩瑞 烟大体院 弃权

张爱林 烟大体院 弃权

王  成 烟大体院 弃权

郑金浩 烟大体院 弃权

李华龙 烟大体院 弃权

许晓鹏 烟大体院 弃权

杨子煜 烟大体院 弃权

李玉琪 烟大体院 弃权

朱钧祎 烟大体院 弃权

王子睿 烟大体院 弃权

王  涛 烟大体院 弃权

张泓凯 烟大体院 弃权

王达康 烟大体院 弃权

潘镜民 烟大体院 弃权

张岱山 烟大体院 弃权



刘浩宇 烟大体院 弃权

刘喜喜 烟大体院 弃权

纪云腾 烟大体院 弃权

宋长霄 烟大体院 弃权

李豫鲁 烟大体院 弃权

宋家琦 烟大体院 弃权

范玉超 烟大体院 弃权

盛梦飞 烟大体院 弃权

陈建波 烟大体院 弃权

孙建业 烟大体院 弃权

娄  浩 烟大体院 弃权

郭晓光 烟大体院 弃权

张立志 烟大体院 弃权

王跃竣 烟大体院 弃权



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系列赛烟台站

成绩公告表
女子大众组3x400米 2018-10-28

名次 号码 姓名 单位 成绩

1 张思睿 00:06:15.09

2 荆  娜 烟大体院 00:06:19.23

3 赵  鑫 烟大体院 00:06:32.39

4 李  蓉 烟大体院 00:06:35.54

5 陈  雪 烟大体院 00:06:47.83

6 齐先月 烟大体院 00:06:49.67

7 赵  洋 烟大体院 00:07:00.08

8 杨月婷 烟大体院 00:07:03.90

9 崔艺凡 烟大体院 00:07:06.22

10 王晓美 烟大体院 00:07:08.49

11 张  欣 烟大体院 00:07:15.35

12 李衍娇 烟大体院 00:07:17.55

13 栗春艳 烟大体院 00:07:30.41

14 张鑫雨 烟大体院 00:07:30.58

15 邵双利 烟大体院 00:07:43.84

16 侯艳瑜 烟大体院 00:07:45.61

17 刘怡宁 烟大体院 00:07:53.91

18 徐兴英 烟大体院 00:07:58.08

19 韩巧致 烟大体院 00:07:58.27

20 张靖茹 烟大体院 00:07:58.39

21 刘雨微 烟大体院 00:08:00.34

22 孙晓宁 00:08:00.93

23 王彦雪 烟大体院 00:08:01.42

24 邵晨斐 烟大体院 00:08:09.29

25 董  洁 烟大体院 00:08:23.00

26 赵  珂 烟大体院 00:08:27.36

27 沈奥峻 烟大体院 00:09:00.79

28 王喜媛 烟大体院 00:09:09.74

29 孙颖菲 烟大体院 00:09:09.79

30 刘  玥 烟大体院 00:09:10.05



李明芯 烟大体院 弃权

尹  岚 莱跑吧 弃权

王  晖 莱跑吧 弃权

马  雯 烟大体院 弃权

吴文欣 烟大体院 弃权

林祉彤 烟大体院 弃权

宋  佳 烟大体院 弃权

郑兴雪 烟大体院 弃权

于昊冉 烟大体院 弃权

文  艺 烟大体院 弃权

刘陵慧 烟大体院 弃权

刘欣怡 烟大体院 弃权

张  露 烟大体院 弃权

王伟 弃权

王福玲 弃权

刑伟 弃权


